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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第14个“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

平平安安菏菏泽泽，，让让百百姓姓安安居居乐乐业业
本报菏泽6月16日讯 (记者

李凤仪 ) 16日上午，菏泽市“6·
1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在牡丹广场举行。30家市直单位和
44家区直单位参加活动，现场设置
咨询台60余个，并向市民发放数万
份宣传资料。

据悉，今年6月份是全国统一
开展的第十四个“安全生产月”，菏
泽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活动。
活动以“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
生产”为主题。菏泽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段伯汉等领导巡视了各安
全宣传咨询台。他指出，今年的“安
全生产月”要唱响安全生产主旋
律，推动全民安全宣传教育和事故
警示教育工作，提高市民的安全意
识。

现场，菏泽市公安、安监、交
通、公路、消防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宣誓仪式。营运大客车驾驶员代
表引领现场驾驶员进行“五不一确
保”集体宣誓，进一步强化驾驶员

安全意识和职业责任感，自觉保护
乘客生命安全。

同时，菏泽市公安消防支队在
牡丹广场布置消防器材实物展示
活动，向群众展示了安防救生设
备、破拆设备、医疗急救装备、防爆
救援工具、顶升设备、堵漏器材、排
烟设备、后勤保障物品、救援机械
等设备，并安排专门讲解人员，接
受群众的防火咨询。

“夏季是电器类火灾频发区，
主要是夏季用电量大，电器负荷
高，汽车等容易自燃。”市公安消防
支队法制宣传科副科长王猛说，希
望广大市民在使用电器的时候避
免电器长时间工作，避免辐射到可
燃材料，安全用电。

此外，菏泽市安委会组织了22
个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牡丹区30个
区直部门、开发区4个区直部门，开
展安全生产现场咨询活动，推出了
多项展示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咨询。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本报菏泽6月16日讯(记者
邓兴宇) 对于菏泽37岁的

女公交司机王智丽来说，工作
苦点、累点没关系，但就怕开
车途中遇见个别乘客喝点酒
在公交车上耍酒疯。1 4日下
午，4名酒后乘客一同上了王
智丽开的8路公交车，不投币、
还抽烟、辱骂司机，甚至闹到
了公交公司，后经民警劝说才
认识到错误，道歉离去。

14日下午15时9分，王智
丽驾驶8路公交车行至鲁抗制
药站牌时，4名满身酒气的男
子手提大包小包登上公交车，

径直走到后车厢就坐了下来。
“老师，请把你们4个人的钱投一
下。”王智丽多次提醒，但4人无
动于衷，并没有要投币的意思。

15时14分，4名男子中的
一人称只有10块钱(4人票价8
元)，换不到零钱，另一人则在
后座上大大方方地抽起了烟。
王智丽利用扩音器提醒“抽烟
的同志，请把烟灭了，咱这是新
能源车，注意乘车安全”。3分钟
后，当车辆行驶至曹州武校站牌
时，王智丽停车走到后车厢再次
劝说希望男子把烟灭了。

15时22分，在上车13分钟

后，一名男子将10元钱投入投
币箱，投完钱后，该男子并未
离开，而是站在驾驶员座位
旁，等待投钱的乘客上车，想
要收回多投的2块钱。根据菏
泽市公共汽车公司“乘客投错
币不找”规定，王智丽拒绝了
该男子的请求。接下来该男子
连续向3名乘客收钱均没有成
功后，便开始辱骂司机。视频
显示，该男子骂了足有3分钟
才停止。

由于4人都喝了酒，怕他
们在公交车上惹事，王智丽忙
给公司打了求助电话。随后，

菏泽市公共汽车公司相关负
责人赶到现场，将4名男子带
至公司内协商并报警，在民警
陪同下查看骂人视频后，男子
才向王智丽赔礼道歉。

菏泽市公共汽车公司经
理助理、生产科科长解德海告
诉记者，公交车上均安装了车
载视频，如果乘客在乘车中遇
到不公正待遇，可随时到公司
投诉举报，不要在司机驾车时
对公交车驾驶员进行辱骂或
推搡等动作，以免影响驾驶员
正常驾驶，毕竟司机担负着一
车乘客的生命安全。

本报单县6月16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猛 ) 单县
一老太着急为住院的老伴做手
术，将装有15000元的手提包遗忘
在了出租车上，幸亏派出所民警
的帮助，才顺利找回救命钱。

13日，一名老太心急火燎地
来到单县西关车站警务室求助，
称自己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把
随身携带的提包遗忘在上面，说

着便泣不成声。经过民警耐心询
问，得知老太叫王刘氏，单县浮岗
镇人，坐车去单县中心医院为老
伴送手术费，结果不慎将装有钱
的提包遗忘在了出租车上。

老太十分焦急，急得老泪纵
横。原来，老太的老伴患有急性阑
尾炎伴随腹腔穿孔，在医院里等
待手术，丢失的15000元钱是向村
民借来的救命钱。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赶赴
车站监控室调取监控，通过反复
查看，终于找到了老人当时乘坐
的出租车，获取了车牌号后随即
联系出租车公司，最终与出租车
司机取得了联系。

半小时后，司机将手提包送
回了派出所，经过清点，老人的现
金分文未少。老人当众向出租车
司机和民警表示了感谢。

2013年8月25日18时，在东明县沿河路东
段与工业路交叉路口处，捡拾1名弃婴(女)。
其主要特征：随身有被褥、奶粉、衣服及注有
婴儿出生日期的纸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与菏泽市社会福利院联系。即日起60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菏泽市社会福利院

二O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15000元落在出租车 民警帮找回救命钱

用用太太阳阳能能，，11660000户户一一年年省省煤煤440000吨吨
菏泽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从源头上节能

本报菏泽6月16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 不光是太阳，
空气和风都能成为我们利用
的能源。在节能降耗发展经济
方面，菏泽市委、市政府将培
育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一个
重要抓手。16日，记者来到牡
丹阳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
同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
访，一睹新能源新科技带来的
新变化。

在牡丹阳光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郭洪才
介绍了其目前研发的全聚能
热水器，一种不单单靠收集阳
光热量的热水器。他说，通过

循环主机做工，聚热板周围的
太阳能、空气能、风能、雨能等
可再生资源在循环主机的作
用下，都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
聚热板表面，并最终传输到储
热水箱。

“这样的话，不分白天夜
晚，晴天阴天，夏季冬季，全天
候都能即开即出热水，全年平
均节能率达到80%以上。”郭
洪才举例说，100升的储热水
箱，基本上一天才用1度电，水
的温度2分多钟就能升高一
度，使用起来既节约又方便。

同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是发展集中供热太阳

能热水系统。作为2007年新建
的企业，它成为新能源业界的
一匹黑马。据介绍，像牡丹新
城、将军苑、新一中等菏泽不
少新建楼房都安装有这家企
业的集中供热太阳能。

据统计，牡丹新城小区
1600多户使用了集中供热太
阳能热水系统后，全年能代替
燃烧400余吨煤，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达到1060吨、二氧化
硫排放量9吨多。在新一中小
区，该系统可以解决8000多名
在校师生的生活所用热水，热
水直接通进宿舍，打热水洗澡
成为一去不返的历史。

记者了解到，菏泽市委、
市政府紧抓节能项目建设，加
快发展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太
阳能集热系统项目建设。2014
年菏泽开工建设的学校太阳
能集热系统项目11个，全部通
过了验收。获得省批复公共卫
生、敬老养老机构太阳能集热
系统项目17个，已竣工验收5
个。在加大政策和资金争取力
度方面，重点筛选了12个节能
技改项目和11个工业太阳能
热力系统示范项目，争取省节
能考核奖励切块资金440万
元，年可实现节能量6万吨标
煤。

本报巨野6月16日讯(记者 赵念
东 通讯员 魏衍军 王有方 王
彪) 巨野一居民在淘宝一网店相中
一货品，下单并付了款。随后，一自称

“客服”的人员称货品已卖完，要求该
居民在其提供的链接上申请退款。在
该居民2次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
后，结果被骗1万余元。民警提醒，为避
免网购上当受骗，市民不要轻易泄露
个人信息。

近日，巨野的陆先生在淘宝一网
店看上了货品，下了单并付了款，随后
一位“客服”人员称货品已经卖完，发
一链接要求其申请退款。陆先生进入
了界面与正规支付宝完全一样的链接
后，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并按照

“客服”的要求完成了操作，发现卡里
的钱不但没返还，反而又少了1000多
元钱。

陆先生马上与“客服”交涉，得到
的回答是支付宝系统有问题，并再次
发来一个链接，称需要提供余额宝相
关信息用来退款。急于退款的陆先生
再次操作完后，余额宝里的15000多元
钱也不翼而飞。这时陆先生才反应过
来，“客服”是假的，自己被“李鬼”骗得
团团转。

巨野县公安局民警分析，该类案
件中，不法分子假扮淘宝店铺卖家，如
有买家付款上钩，便冒充“淘宝客服”，
告知因网络等原因无法支付，引诱买
家将卡号和密码输到钓鱼网站的链接
上申请退款，从而获得重要信息，将钱
款迅速转出。

当事人发现自己的钱被扣除为时
已晚，再联系假卖家便称交易系统有
问题，通过余额宝退还全款，并再次发
送钓鱼链接套取事主信息。而在当事
人发现余额宝的钱同样全被套走时，
不法分子便转移钱款，销声匿迹。

警方提醒市民，使用支付宝等软
件网购时，一定要注意网站域名是否
正确，如果遇到无法支付的情况，不要
轻信与您联系的“淘宝客服”、“支付宝
客服”，可与官方客服进行联系并确
认。此外，在网上，对任何陌生人都不
能透露自己的淘宝、支付宝、网银等账
号密码及其关联的短信认证信息。

网购遭遇假客服

男子被骗万余元

不投币、还抽烟、进而辱骂驾驶员

44男男子子酒酒后后““大大闹闹””公公交交车车

菏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段伯汉视察消防咨询台。本报记者 李凤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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