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出台，为“舌尖安全”添保障

遇遇食食品品安安全全问问题题举举报报有有奖奖励励

重点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C02 >>>> 今 日 滨 州

无证豆腐皮黑作坊露天生产，工人身上油腻不堪。(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还默默无闻吗？拿起电话举报吧，不
仅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能得奖励呢！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监
督，强化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行为，近日，《滨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出台。鼓励社
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更添有力
保障。《办法》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市民举报食品领域违
法行为根据等级不同可获数额不等的现金奖励。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本报通讯员 潘人豪 吕晓晨

十一类食品违法行为可举报

《办法》中规定的奖励举报范
围包括：(一)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
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
违禁药物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的，或未按国家有关药
物安全使用规定使用的；(二)使用
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食品，违法
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或者
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的；(三)收购、加工、销售病死、毒死
或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注
入其他物质的；(四)加工销售未经
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肉类，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
(五)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混有异
物、掺假掺杂伪劣食品的；(六)仿冒
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伪造

食品产地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
址，伪造或者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
志或者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
品的；(七)违法生产加工、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或者违反
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
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八)未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
猪定点屠宰标志牌而私屠滥宰的；
(九)逃避检疫屠宰动物或出售、调
运动物产品的；(十)应取得而未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餐饮服务
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和《工
商营业执照》等证照或省级主管部
门批准核发的其他证照，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的；(十一)其他涉及食用
农产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
的违法犯罪行为。

多部门联动打响舌尖保卫战

《办法》中对具体受理举报部
门进行了详细划分。食品安全监管
和公安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举报受
理，并分别公布举报电话及其举报
方式或途径，明确举报的受理范
围；农业、海洋与渔业、畜牧兽医部
门受理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
违法行为举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受理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食品流通
环节及餐饮服务环节违法行为举
报；畜牧兽医部门受理生猪屠宰环
节违法行为举报；出入境检验检疫
部门受理食品进出口环节违法行

为举报；公安部门受理涉嫌食品安
全犯罪行为举报。市各部门举报电
话公布如下，或者，不管哪类举报，
您 都 可 直 接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3211123，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帮您
把问题归类并直接“上报”主管部
门。
市食药监举报电话：12331

市公安部门举报电话：3301053

市海洋渔业局举报电话：3373272

市畜牧业局举报电话：3386160

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举报电话：
2226052

奖励最低不少于百元
举报黑作坊提高奖励

《办法》规定，被举报
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
有关部门按照违法案件涉
案货值金额的一定比例奖
励举报人。一级奖励：举报
情况与查办事实完全相
符，积极协助现场调查，能
够详细提供违法事实关键
证据和票据，按该案涉案
货值金额的7—9%奖励举
报人；二级奖励：举报情况
与查办事实基本相符，协
助查处工作，举报现场物
证、书证及其他有效证据
齐全，按该案涉案货值金
额的4—6%奖励举报人；三
级奖励：举报情况与查办
事实大致相符，仅提供违

法线索，协助查处工作，按
该案涉案货值金额的2—
3%奖励举报人；四级奖励：
仅提供案件线索，不直接
协助查处工作，经查证属
实，按该案涉案货值金额
的1%奖励举报人。

按照涉案货值金额的
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奖励
金额少于100元的，给予100

元奖励。对于举报违法制
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
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的地下

“黑窝点”、“黑作坊”，以及
违法生产经营单位内部或
者食品行业内部的举报人
员，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一
个奖励等级。

分级奖励

A

B

一一季季度度城城镇镇新新增增就就业业11 .. 33万万人人
完成省目标任务41 . 9%，下一步重点抓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

本报5月27日(通讯员 李
树田 记者 王领娣) 27日，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市就业创
业工作汇报座谈会召开，2014年
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万人，
完成了省计划目标的56 . 6%，
2015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1 . 3万人，下一步将全面落
实就业优先战略，突出解决好重
点群体的就业问题。

座谈会上，记者了解到2014
年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万
人，完成了省计划目标的56 . 6%,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 . 5
万人，完成了省计划目标的
123 . 8%。全市累计发放小额担
保贷款1 . 79亿元，扶持带动就业
3 . 2万人。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 . 3万人，
完成省目标任务41 . 9%，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 . 87万人，完
成省目标任务33 . 7%，全市城镇
登记失业率2 . 22%。

但是目前全市就业形势将
更加复杂，劳动者技能与岗位
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

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
性矛盾将更加突出。下一步将
建立完善促进就业创业长效机
制，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建立健
全公共投资带动就业增长机
制，深入挖掘政策投资和大项
目带动就业增长潜力。市里的
大项目建设，尽可能吸纳农村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大力发
展具有就业潜力的服务业，创
造更多适合困难群体及农民工
的就业机会。

突出解决好重点群众的就

业问题。加大“双困”毕业生的
就业帮扶力度，对“双困”毕业
生做到全员登记认定、全员免
费服务、全员岗位提供、全员特
困安置 ,确保有就业意愿的特
困生年底前实现100%就业；做
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全面
抓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3年
行动计划等三项行动计划的组
织实施，加强农民工公共服务，
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
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
作机制。

邹平黄山街道
加强计生宣传

本报讯 今年来，黄山街道
通过强化阵地宣传、入户宣传、
联合宣传和典型宣传，使新型婚
育新风吹进了千家万户。

该街道把人口文化大院建
设融入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
设工作之中，在各社区打造人口
文化广场，建成生育文化一条
街，村村建立了“人口计生文化
书屋”，户户配发宣传服务袋。闲
瑕时间和节庆日，组织开展各种
宣传活动，使人口计生宣传教育
进村居入户，深入人心。联合街
道工会、民政、社保、农技等部
门, 深入田间地头为计生家庭

“面对面”传授理论，“手把手”教
授技术，“心贴心”答疑解惑，“零
距离”跟帮带教，提高计划生育
家庭科学致富能力。结合婚育新
风进万家活动，文明幸福家庭创
建，开展自强女孩、巾帼创业典
型、好媳妇、幸福家庭等评选表
彰活动，并在辖区开展巡回宣
讲。同时利用农村广播，开设以

“计生政策明白人、科学致富带
头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广播专
栏，加强致富典型宣传，以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以典型带动促全
面发展。

(刘丽)

阳信县洋湖乡
提升计生水平

本报讯 为引导广大育龄
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
育观念，洋湖乡计生办采取四项
措施，不断提升计生宣传教育效
果，优化计生环境，深受群众欢
迎。

利用活动开展宣传。充分利用
重大节日期间人口相对集中的
时机在乡镇大集、群众文化广场
摆摊设点，为群众提供法律法
规、生殖健康、技术服务等方面
的咨询服务，通过张贴标语、悬
挂横幅、设立咨询台等形式，组
织计生人员对育龄对象进行宣
传。
利用阵地开展宣传。发挥人口文
化大院作用，鼓励群众自发举办
寓教娱乐的文艺宣传活动，同时
对老旧破陋、不符合当前政策计
划生育宣传标语和公益宣传牌
及时进行全面清理刷新。

利用媒体开展宣传。借助村
广播，流动宣传车、计生宣传栏
等载体，积极宣传国家优生优育
政策和奖扶政策，努力提高群众
计生政策知晓率。

(张翠平)

邹平县青阳镇
提升计生水平

本报讯 青阳镇计生办紧
紧围绕“打非治违”这一中心任
务，采取多项措施，开拓计生工
作新局面。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政一
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包村干部齐上阵的工作局面；工
作重心下移，切实调动村干部抓
好计生工作的积极性；加大计生
工作投入力度，严格落实镇、村
干部工资待遇；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
放明白纸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发动；及时兑现奖励优待政策，
增强工作透明度，接受广大群众
的监督。

(张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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