
办办案案延延伸伸一一小小步步 服服务务民民生生一一大大步步
郓城县检察院创新开展“民本公诉”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张
波) 日前，郓城县张营镇马厂村
村民孙学秋从县计划生育协会和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保险
赔偿金后激动不已。年前，孙学
秋、贾翠平夫妇18岁的独生子不
幸遭遇车祸，造成重伤，花去近万
元的医疗费后不幸身亡，一家人
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

车祸无情，计生有爱。郓城县
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寿保险郓
城支公司了解情况后，积极启动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亡理赔程
序。郓城县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张素婷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一道
将32000元的保险金及6227 . 55元
的医疗费送到该夫妇手中。

近几年，郓城县不断完善计
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除法定计
划生育奖励政策外，积极探索计
生奖扶政策提标扩面。郓城县计
划生育协会每年为全县1万余户
独生子女及合法生育双女户家庭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将投保金
金额从原来的每户20元提升到40
元，构建了计生家庭风险屏障，提
高了独生子女家庭抗风险能力。

据了解，保险公司去年已为
10户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意外伤
亡家庭办理了理赔手续，赔偿金
额20余万元，使计划生育家庭在
经济上得到了一定赔偿，精神上
得到慰藉。

为万户计生家庭
送上“意外险”

本报2月3日讯(通讯员 刘
霞 李雪峰) “对于该案，我认
为是合同诈骗，而不应认定为诈
骗罪。”近日，山东君诚仁和律师
事务所张立民律师在代理张某
诈骗一案时，通过郓城县检察院
开通的官方微信平台“郓城民本
公诉”和案件承办人进行了有效
的沟通交流，也避免了张律师再
从外地来回奔波的辛苦，提高了
工作效率。

据了解，郓城县检察院开通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郓城民本公
诉”，将案件代理律师、法律工作
者加为微信好友，并与其进行在
线实时互动沟通，第一时间了解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反映的案
件情况。自微信开通以来，该院
通过微信平台共答复诉讼参与
人问题110余次。

“为在工作中杜绝简单司
法，我们拓宽公诉职能，建立‘四
维延伸’机制创新开展‘民本公
诉’，即听取意见向公众延伸、化解

矛盾向当事人内心延伸、办案效
果向基层延伸、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向社会延伸，在办理好每一起
案件的同时，延伸办案效果，做到
执法办案与服务民生同步，提升
检察工作的群众满意度。”郓城县
检察院检察长逯其彦介绍说。

据悉，化解矛盾向当事人内
心延伸，是在公诉工作中引入心
理干预机制。该院设立了心理疏
导室，发现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
属有心理失衡、情绪激动、抑郁

低落表现及在法律认识上存有
误区，及时开展心理咨询、分析、
疏导和矫治等工作，帮助他们解
开思想疙瘩、健全人格、化解矛
盾。2014年以来，共对61名犯罪
嫌疑人和33名被害人进行了心
理疏导，取得了良好效果。

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
腿，办案效果向基层延伸。该院
在派驻检察室设立专门工作区，
专门受理发生在群众身边、危害
群众利益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环境污染等犯罪，坚持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与公安机关加强
合作，形成打击合力。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该院除选派28名检察人员兼任
全县各中小学“检察督导员”，通
过讲座、座谈等方式，教育在校
学生远离犯罪危害外，还联合团
县委、县妇联、县普法办开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宣讲活动，结合
办理的真实案例深入农村、社
区、学校开展普法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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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检检出出租租车车
展展窗窗口口形形象象

为展示郓城城市形象，提
高城区出租车服务水平，确保
春运期间出租车运输安全，郓
城县交通运输局2月2日至3日，
对城区162部参加春运的出租
汽车进行了安全检测。

本报通讯员 杜德成 郭
昂 摄影报道

规规划划大大路路网网 服服务务试试点点县县
郓城县做好路网建设规划，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鸣锣开道”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杜德成 郭龙) 近期，郓城县
入选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县，借助这一历史性机
遇，该县交通运输局率先行
动，以“规划大路网，服务试点
县”为目标，对未来三年以至
更长一段时间的公路建设进
行了规划。

据悉，该县交通运输局秉
承打造“县城与乡镇半小时生

活圈、相邻乡镇十分钟生活
圈、相邻村五分钟生活圈”的
公路建设理念，努力实现农村
公路“畅、安、绿、美”的工作目
标。组织了50余名工程技术人
员深入到乡镇、村庄，对农村
公路运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实地勘测，并登记造册，建立
路况档案。

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论
证，按照“统筹规划，适度超

前”原则，制定了境内路网近
期及中长期建设规划，即建设

“两环、两带、四纵、六横、县城
辐射乡镇、乡村之间相连”的
农村公路网络。

两环即以县城为中心，以
5公里为半 径 ，建 设 内 环 公
路，以15公里为半径，建设外
环公路，形成乡镇与乡镇相
连的格局；两带即沿黄经济
带和金堤经济带，将沿黄公

路郓城段和金堤公路为主线
的农村公路规划成网，服务
郓北沿黄乡镇经济发展；四
纵、六横、县城辐射乡镇、乡
村之间相连即以现有的公路
为主骨架，将郓城四至有机
相连，形成南北贯通，东西通
透的大路网规划，在此基础
上，认真布局村村通公路，形
成乡村公路迂回婉转、曲径
通幽的交通大格局。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孙
旭) 1月29日，国务院安委会第3
督查组2小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监察专员贺黎光带队来郓城督
查安全生产工作。

督查组采取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方式，随机抽查了郓城县危
化品生产企业洪达化工、交通运
输企业菏泽交通集团第6分公司
及人员密集场所水浒好汉城。督
查组通过随行的安全专家现场查
隐患、查阅台账资料、随机考问企
业员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被督
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每检查
完一家单位，督查组都及时进行
信息反馈，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不
足提出改进意见。

同时，督查组要求各级各行业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1月6日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会议精神，大力实施
安全发展战略，狠抓责任落实，强
化安全措施，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为积极推动全国安全生产状
况实现根本好转做出努力。

国务院安委会

来郓督查安全生产

““环环保保文文化化墙墙””秀秀出出郓郓城城别别样样情情
潜移默化中让群众养成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李继祥) “治理环境污染，重
现碧水蓝天”、“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关了电器，也要
拔 下 电 源 ”、“ 垃 圾 要 分
类”……近日，在郓城县220国
道、日东高速两侧以及大大小
小的农村主干街道，一面面美
观大方、醒目的“环保文化墙”

秀出道道靓丽风景，吸引着过
往行人驻足观看。

据了解，为营造环境保护
浓厚氛围，增强公众支持环
保、参与环保的积极性，郓城
县在高速、国、省干道两侧，重
点乡镇、村庄、企业、道路等社
会公众区域，通过喷涂或粉刷
墙面环保宣传标语等形式开

展环保宣传。
宣传墙除包括污染减排、

农村环境整治、大气治理等板
块内容外，还包括节约用电、
文明礼让、适度点餐、杜绝酒
驾等板块的文明守法主题，用
漫画人物、宣传标语、格言警
句等形式，图文并茂地向群众
传递环保节能小窍门、爱护环

境从点滴做起等信息。
据郓城县环保局相关负

责介绍，通过制作环保文化
墙，旨在潜移默化中教育提醒
群众养成低碳、绿色、环保的
生活理念，督促大家不断提高
节能减排的自觉性、主动性和
责任感，在全县营造良好的社
会风尚。

郓城县食药监局联合工商部门整治食品安全

把把好好安安全全关关 让让群群众众放放心心过过年年

本报2月3日讯 (通讯员
魏建国 张纯柱 张友申)

随着春节一天天临近，为确保
群众饮食安全，近日，郓城县
食药监局联合县工商局加大

整治力度，辖区一批不符合卫
生要求的餐饮店、馍店、烧烤
摊点被依法查封或取缔。

为让全县城乡居民吃上
放心肉类、淀粉食品、馒头等
过年放心日用食品，过好羊年
春节。郓城食药监局联手工商
部门集中力量，统一整顿城乡
街头巷尾食品摊点、餐馆，重

点治理熟肉制品、馒头生产经
营店、小包装食品等。

其中，对与群众生活关系
密切的馒头加工点，实施了拉
网式反复检查。在树立食品卫生
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召开96家馒
头加工销售单位，28家生熟肉定
点、摊点负责人会议，推广先进
经验。对232家颁发食品经营证

和卫生合格证，亮证经营，并接
受辖区群众监督。

同时，郓城县食药监局联
手工商部门还对50家饮食摊
点，53家生、熟肉及其制品点，
252家小包装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分别进行了治理整顿，对其
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10户给
予了停业整顿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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