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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鄄城城县县建建立立重重点点企企业业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监监管管制制度度

本报鄄城12月21日讯(通
讯员 李林) 为提升安全
监管水平，鄄城县安监局对
鄄城县辖区内危化品、烟花
爆竹、涉氨等重点企业建立
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应知应会抽查制度。对
重点企业，每月至少对重点
岗位人员抽查1次，每次抽查
不少于3人，应知应会知识掌
握率低于80%的，视为不合
格，不合格人员必须离岗进
行集中培训，单一岗位人员
掌握率低于65%的，此岗位
局部须停产进行集中培训。

安全风险动态公示制
度。对摸排出的安全风险，结
合当前开展的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体系建设，经确定风险
等级后，将风险基本特征、风
险失控紧急措施等在显要位
置进行公示，并对风险情况

进行安全培训。
安全隐患集中曝光销号

制度。对企业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在本企业显要位置动
态公示隐患存续状态、隐患
等级、整改措施、责任人；县
安监局每半月一次进行隐患
集中曝光，隐患存续情况报
县安委会各副主任、企业涉
及的属地乡镇和相关行业、
专业监管部门；对曝光隐患
实行销号制度，隐患整改由
原检查人进行验收，必要时
可邀请专家参加。无正当理
由未及时完成隐患整改的，
按照隐患排查治理相关规定
进行行政处罚；经认定为重
大安全隐患未整改的依据有
关规定先停产后整改，并进
行挂牌督办，隐患整改完成
后必须经相关专家验收合
格。

本报东明12月21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张琰)

近日，一名出生仅一个月左右
的男婴被遗弃在东明县长兴辖
区某村村口，派出所民警接当
地群众报警迅速赶往现场，并
将男婴接至派出所，买来奶粉、
奶瓶等物品后，几名派出所民
警轮流做起了临时奶爸。目前，
男婴已被送至市福利院。

18日清晨7时许，东明县公安
局长兴派出所接辖区村民李某
报警称：在某村口拐角处发现一
名用铺盖包裹着的弃婴。值班民
警李磊等人立即出警赶往事发
现场。据报警人李某讲述，当天

清晨时分，李某和同村几名群众
一起外出时在村口发现了被遗
弃在路边的这名男婴，几个人怕
孩子天冷冻伤便抱回家中取暖，
并拨打电话报警。

经过对现场周围群众进
行走访发现，附近村庄并无类
似新生婴儿，民警随后将男婴
送至乡镇卫生院为其做身体
检查，当医生和护士打开孩子
包裹时，在男婴腋下发现了一
张从信笺纸上撕下来的一小
张 纸 条 ，上 面 仅 仅 写 了

“2016 . 11 . 15号下午生”的几
个字样，经过医生检查发现，男
婴头部偏小，怀疑脑部发育情

况不是很好。
民警暂时将男婴妥善安置

在派出所内，并立即购买婴儿
奶粉、奶瓶等物品，还请来辖区
内有经验照顾婴儿的妇女现场
教授看护方法，嘱咐几名临时
担当奶爸的民警轮流看护，全
力确保婴儿平安。

随后，民警与东明县民政部
门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前往菏泽
市民政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最
后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菏泽市儿
童福利院顺利接收男婴。20日下
午，民警将男婴一路护送至市福
利院，并为男婴购置了大量儿童
衣物、用具等物品。

男男婴婴被被弃弃村村口口 民民警警轮轮流流当当奶奶爸爸
目前，男婴已被送至菏泽市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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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2月21日讯(记
者 邓兴宇) 19日23时许，
一名旅客在乘坐火车时，突
发疾病昏迷不醒，急需就医。
菏泽火车站接到求助信息
后，第一时间将患者安全护
送至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抢
救。

19日23时50分，菏泽火
车站值班人员接到K148次
列车长的求助信息，“车上有
一名女性乘客突发疾病，昏
迷不醒，且小便失禁，在菏泽
站停靠后急需去医院抢救。”

火车站工作人员随后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并开通绿色通
道，派专人引导医务人员到
抵旅客下车位置等候。

20日凌晨20分，K148列车
到达菏泽站，医务人员和火车
站值班人员迅速将患者抬上
担架。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
曾在生孩子时大出血，随后十
多年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经常
得些小病，没想到在火车上昏
迷了。十分钟后，众人一路小
跑将患者旅客护送至救护车
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女女子子火火车车上上昏昏迷迷
铁铁路路人人紧紧急急施施救救

本报郓城12月21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宋明磊) 郓
城一经营煤炭生意的老板吴
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山西一
自称也是做煤炭生意的贾某，
口头约定贾某给其送煤。在吴
某收到5万元货后，贾某不再送
货，后手机关机潜逃。近日，郓
城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赴山西
贾某家中将其抓获。

6月23日，郓城警方接到经
营煤炭生意的吴某报案称，在
2015年11月份，通过同是做煤炭
生意的刘某认识了家是山西的
贾某。贾某自称也做煤炭生意，
因为煤矿占用了他们村里的土
地，所以他与村里的人买煤矿上

的煤炭要比外边便宜很多，但每
次至少得进30万元的煤炭才发
货。后两人经过商讨，吴某感觉
价格合适，意见达成一致。于是
两人口头约定由吴某以预付款
30万元，贾某见钱款发货。随后，
吴某让会计以转账的方式支付
给贾某30万元。五天后，吴某便
收到价值5万元的煤炭。吴某让
贾某接着发剩余货，贾某说煤矿
上正在进行人事调整，暂停各种
业务，得两个月后才能开展正常
经营，吴某信以为真。

两个月后，再给贾某联系，
贾某又以各种理由推脱，后电
话关机。吴某于是到山西找贾
某，发现其办公室紧闭，贾某不

知去向，于是吴某便报也警。
郓城警方接警后迅速成立

专案组，经过调查发现贾某已潜
逃，于是对其进行上网追逃。12月
17日，侦察民警经过赴河南、江
苏、山西等地对贾某活动轨迹进
行调查，最后发现贾某又潜回山
西家中。专案组在当地警方大力
配合下，一举将贾某抓获。经审
讯，贾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查，煤矿根本没有什么
优惠价，也没有进行过这么长
时间的人事调整。只是贾某杜
撰出来骗取吴某信任与拖延时
间的方法。目前，贾某已被郓城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倒倒煤煤””不不成成变变倒倒霉霉
男男子子被被骗骗2200余余万万元元

患患者者被被送送往往112200急急救救车车。。 通通讯讯员员 马马星星魁魁 摄摄患者被送往120急救车。 通讯员 马星魁 摄

“太感谢你们一直关心
着！” 12月18日上午，菏泽市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工作
人员、包村到户干部再次到巨
野万丰前李楼村开展“心连心
送温暖”慰问活动，一行走访慰
问了部分困难家庭，为他们送
去了米、油生活必需品，每户还
完善了“精准扶贫”手册，并鼓
励他们要积极面对困难，靠自
己的辛勤劳动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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