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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工商局抽检流通领域移动电源

抽抽检检1177个个批批次次，，1133个个批批次次不不合合格格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8日，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工商局获
悉，为了加强对流通商品质
量监测 ,日前该局对菏泽市
区范围内的流通领域移动电
源进行商品质量抽样检测工
作，共抽检了17个批次，合格
4个批次，合格率23 . 5%。

根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要求，日前菏泽市工
商局对市区范围内流通领域
移动电源进行商品质量抽样
检测，抽查了4家商户销售的
移动电源17个批次。目前抽
检结果已经出炉，经检验，合
格4个批次，合格率23 . 5%。

据了解，移动电源检验
项目为：标记和说明、常温外
部短路、高温外部短路、过充
电、强制放电、温度循环、振

动、跌落、热滥用、电芯容量。
结果显示，额定容量为主要
的不合格指标。该指标不合
格会让移动电源输出的充电
时间和电量达不到要求。此
外，监测发现，部分不合格商
品的标识要求和使用说明未
按标准实施。

菏泽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分析说，不合格的原因主要
为企业质量意识薄弱，在生
产过程中不严格贯彻执行国
家有关标准或者没有及时更
新产品标准，对原材料的采
购把关不严。缺少较专业的
生产技术人员，质量意识淡
薄，管理不规范，以及缺乏必
要的检验手段造成的。生产
工艺粗糙导致产品一致性
低，产品质量波动性强，产品
不合格率高。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唐浩) 8

日，齐鲁晚报记者从牡丹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日，山东
省质量强省及品牌战略推进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2017
年度山东名牌认定结果，菏泽
市8个产品被认定为2017年度
山东名牌，7家企业被认定为
2017年度山东省服务名牌，其
中牡丹区3家企业“榜上有名”。

据了解，近日，山东省质量
强省及品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布了企业的343
个产品为2017年度山东名牌产
品，山东舜网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的191个服务项目为
2017年度山东省服务名牌。其
中，山东江正食品有限公司等
菏泽市8个产品被认定为2017
年度山东名牌，牡丹区枫叶正

红老年养护服务中心等7家企
业被认定为2017年度山东省服
务名牌。

同时，菏泽在标准引领方
面同样取得新成效，今年菏泽2
个产品生产基地被批准创建山
东省优质产品基地，7家单位被
确定为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项目，油用牡丹被评为国家农
业标准化典型项目，天华产业
园入选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
点，玉皇新村确定为国家级美
丽乡村标准化试点，10家企业

被评为AAA标准化良好行为
企业。

据悉，截至目前，菏泽市共
拥有中国名牌产品1个，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5个，山东名牌
产品63个，山东省服务名牌23
个；2家企业荣获省长质量奖、2
家企业荣获省长质量奖提名
奖；6个县区成功创建山东省优
质产品生产基地，5家单位被列
为山东省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
实践基地，12家企业和8名个人
荣获菏泽市市长质量奖。

2017年度山东名牌榜揭晓

菏菏泽泽新新增增1155个个山山东东名名牌牌

菏菏泽泽市市掀掀起起严严厉厉打打击击
非非法法医医疗疗美美容容专专项项行行动动热热潮潮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
者 周千清) 近日，为推进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开展，扩大专项行动效果，曹
县、单县、郓城县、东明县等
县结合辖区不同类型非法医
疗美容行为的表现特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严厉打击非法
医疗美容专项宣传工作，坚
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
处非法医疗美容行为。

曹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执法局组织全体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开展走进医院、社
区、学校、商场、生活美容场
所等“五进”活动。在主要路
口设置宣传点，现场悬挂条
幅、摆放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宣传展板，接受咨询，发放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宣传
册、海报、宣传折页共计2000
份。

单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执法局在单县物质交流大会
主会场设立咨询台，通过宣
传展板和发放宣传彩页等形

式向群众介绍生活美容与医
疗美容的区别以及非法医疗
美容的危害性。此次宣传活
动共发放张贴宣传彩页850
余份，接受过往群众咨询120
余次。

郓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
动。对检查中发现部分单位
存在从业人员健康证不全，
夸大宣传、超范围开展医疗
美容的服务项目等问题，监
督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
行为，并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活动期间发放《拒绝非法医
疗美容承诺书》1500余份。

东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在东明县万福公园
广场开展严厉打非法医疗美
容专项行动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设立了展台和咨询台，
放置宣传展板6块，发放宣传
册200余份，接待咨询群众达
100余人。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者
张建丽 通讯员 郜玉华

郑国建 傅资源) 从去年7月
份开始，牡丹区结合农村实际，
按照“选人用人本土化，工作职
能专职化”的要求，按照每300
户至500户设置为一个网格单
位，将全区19个镇街的591个村
居配备了1076名网格员。区财
政为网格员拨付了专项资金，
网格员队伍建设走向了正规
化、常态化，更好地服务了老百
姓。

据悉，各镇街都成立以综
治办、公安派出所等为主的网
格员管理办公室，公安派出所
对网格员的工作职责、行为准
则、着装携装等统一规范，教
育培训、工作管理、业务考核、
绩效奖惩等由网格员管理办

公室实行动态管理。“牡丹区
明确了网格员的职责任务，区
财政为网格员拨付了专项资
金，解决了网格员的工资待
遇。”牡丹区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霍忠亮说，“各乡镇办事处
还为网格员配备了办公场所
和办公装备，这标志着全区网
格员队伍建设走向了正规化、
常态化。”

何楼办事处尚庄村民尚
善国说，现在群众办证、化解
矛盾等也不用跑派出所了，直
接找网格员就行。皇镇办事处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张金生介
绍，他们建立了平安皇镇网格
警务助理群，网格员每天通过
微信群发布走访群众、调解纠
纷、值班巡逻等工作动态，不
仅可以及时了解网格员的工

作实情况，还实现了指令下达
与反馈、工作交流与培训的一
体化，增强了网格员的荣誉感
和归属感。

“这些网格员经过专门培
训后，进行处理一些简单的治
安纠纷，诸如微小的民事纠纷、
邻里矛盾，解决了警力紧缺的
问题。”牡丹派出所副所长史洪
涛说。

据统计，自去年7月份推进
网格化工作以来，网格员共反
映居民意见4万余条，办理各项
事务18000多件，为群众提供各
类便民服务6700多人次，核查
不稳定因素620起，化解矛盾纠
纷307件，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刑
事案件1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8名，刑事犯罪率较去年同比
下降近3个百分点。

11007766名名网网格格员员，，大大家家有有事事找找他他们们
牡丹区村级综治网格化服务百姓更便利

近日，武警菏泽支队认真对照“真难严实”标准，融战术、技能、体能、心理、意志于一体，组织首长
机关带机动分队拉练，全力提升部队“走、打、吃、住、藏、管、保”综合能力。全体参训官兵自觉把此次冬
季拉练当作一次意志品质的淬火，一次素质能力的砥砺，一次活血壮骨的历练，积极、热情、安全、高效
地完成了拉练任务。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禹 摄影报道

冬冬季季野野营营拉拉练练

本报菏泽1月8日讯 (记
者 张建丽 通讯员 赵忠
宇 王浩东) 日前，国家知
识产权局评选出2017年度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
企业，其中菏泽高新区两家
企业上榜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数量占全市入选企业
一半。

据悉，高新区以提升
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
竞争力为任务，制定并推
进 实 施 产 业 知 识 产 权 战
略，如今连结硕果，获多项
国家、省、市奖励。在去年
年底，高新区企业山东丹
红制药有限公司入选2017
年第二批山东省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菏泽普恩药业
有限公司、山东中厦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2家企业入选

为2017年度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数量占全市入
选企业一半。

近年来，高新区以提升
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竞
争力为任务，着力打造高新
区创新服务体系，健全知识
产权集群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和业务支撑机制，搭建知识
产权集群管理支撑平台，制
定并推进实施产业知识产权
战略，知识产权工作有效促
进了高新区产业的整体提
升。

此外，全年协助市知识
产权局执法室处理专利侵权
案件2起，查处假冒及非法标
注案件23起。帮助企业开展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高新
区中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争
取续贷200万元等。

两两家家企企业业上上榜榜
国国家家知知识识产产权权优优势势企企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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