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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冒用用他他人人信信息息办办理理身身份份证证
巨巨野野一一男男子子被被依依法法处处理理

本报讯 (通讯员 马繁
国) 近日，一男子用妹妹的
身份证信息帮助他人办理
身份证，弄巧成拙，被巨野
县公安局董官屯派出所户
籍民警发现并移交案件查
处 ，目 前 ，违 法 人 员 李 某
(男，48岁，巨野县董官屯镇)
被依法处理。

近日，董官屯派出所户
籍民警在进行户籍信息核查
时，通过人像比对发现杨某
的身份证信息有冒用嫌疑。

于移交值班班组查处。后经
核实，杨某因年龄过小，为能
方便进厂务工，找到李某帮
忙，由于提岁困难，李某自作
聪明，在没有告知妹妹的情
况下帮助杨某冒用妹妹的身
份证信息办理了身份证使用
至今。

目前，李某因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给予陈某罚
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念东

6月25日，菏泽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长郝丕进与相关科室负
责人做客政务服务热线，现场
接听群众热线电话，并针对全
市工业经济发展、工产业转型
升级与科技创新等方面问题进
行讲解。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了解到，今年以来，菏泽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1-5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1437 . 3亿元，同比增长2 . 9%；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14亿元，
同比增长1 . 9%。

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达1437 . 3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全市要紧抓住“突破菏泽·

鲁西崛起”重大机遇，大力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十大工程”，加
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

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长郝
丕进介绍，1-5月份，全市工业
生产指标稳步增长，工业产品
产量不断增加，重点企业稳健
发展，工业电量保持稳定增长，
工业经济总体保持平稳的运行
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总产值1437 . 3亿元，同比增长
2 . 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14
亿元，同比增长1 . 9%；工业用
电量55 . 36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 . 7%，成武县、鄄城县工业
电量增速超过10%，同比分别
增长15 . 56%、20 . 31%。

工业用电量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从全市用电量来看，呈
现良好的稳增长势头，1-5月
份，全市全社会用电量98 . 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7 . 78%；工业
用电量55 . 3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3 . 7%。从县区工业电量完
成情况看，除定陶区、巨野县、
郓城县等县区电量同比下降

外，其他8个县区保持不同程度
的增长，其中，成武县、鄄城县
工业电量增速超过10%，同比
分别增长15 . 56%、20 . 31%。

2022年打造成绿色低

碳支撑产业

化工产业的安全和环保问
题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记者
了解到，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
部署，菏泽化工产业安全生产
转型升级专项行动分为三个阶
段，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

据悉，第二阶段，突出治
本，以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为主，自2017年7月至2020年6
月，利用3年的时间，以更大的
力度、更严的措施，开展化工
产业转型升级攻坚行动。在

“大快严”活动中，发现危化品
生产企业安全隐患1638项，已
全部整改，发现危化品运输车
辆违法行为6539起，罚款万元
以上的车辆9辆，发现危险品
运输企业安全隐患362处，已全
部整改，发现特种设备安全隐

患23项，已全部整改，确保了全
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形势保持
稳定。

在化工园区整改提升方
面，菏泽以省政府化工园区认
定标准为抓手，对已存在的化
工聚集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整改提升。抓好评级评价中企
业存在问题整改工作，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全市评级评价工
作中“中”评以上生产企业共发
现问题7054条，问题整改率达
95%。279家参评生产企业，优
评为49家，中评为178家，差评
为52家。共51家差评企业纳入
关闭淘汰计划，实现化工企业
存量进一步优化。

106个重点工业技改项

目落地实施

在今年的工作任务中，加
快重点技改项目建设位列其
中，目前，宝沃动力20亿瓦时动
力电池系统等106个重点工业
技改项目落地实施，天厚新材
料300万平方米软体电磁屏蔽

材料产业化等一批重点项目竣
工投产。

精进电动新能源汽车电动
化动力总成产业化等8个项目
列入2019年度省重点项目，总
投资84 . 9亿元，当年计划完成
投资30 . 2亿元；赛托生物700
吨 9 -羟基等 7 1个项目列入
2019年度全市重点项目，计划
总投资723 . 2亿元，其中玉皇
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智能储能系
统等重点调度的过50亿元项目
达到16个。

2018年，《菏泽市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正式
颁布，1688菏泽产业带相继被
列入菏泽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实施规划，而加快“1688”
产业带建设也是今年重点工作
之一。截至目前，已入驻企业
2616多家，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活动20余次，培训电商从业人
员1500余人次，完成线上销售
2 . 5亿元，带动线下销售16亿
元。产业带活跃度峰值综合排
名全省第1名、进入全国前20
名。

菏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前5个月

菏菏泽泽规规模模以以上上工工业业企企业业产产值值逾逾11440000亿亿

电电动动车车学学校校旁旁被被盗盗
巨巨野野民民警警帮帮忙忙找找回回

本报讯 (通讯员 马繁
国) 近日，巨野县公安局董
官屯派出所缜密侦查，成功
破获一起盗窃电动车案，目
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行政拘留。

近日，董官屯镇一村民
黄某报警称，其女儿上学时
把自家的电动二轮车放在王
平坊中学附近，于当日18时
许放学时发现被盗。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了解
被盗电动车为美耐牌二轮电

动车，九成新。
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展

开了走访调查，没能找到价
值线索，后民警又对周边监
控进行了大量的调取，办案
人员轮番上阵，反复观看视
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大量的数据筛选中，民警迅
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一
举成功抓获。

面对威严的法律，两名
违法嫌疑人如实陈述了结合
盗窃电动车的违法实事。

巨野县公安局董官屯派出所：

开开展展禁禁毒毒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马繁

国) 为推动禁毒宣传活动
深入开展，提高辖区群众识
毒、防毒、禁毒意识和能力，
积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近日，巨野县公安局董官屯
派出所民警走上街头，深入
村居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
动。

活动中，社区民警通过
采取悬挂禁毒横幅、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辖区

群众详细讲解禁毒相关的
法律法规知识，用群众身边
发生的惨痛案例教育和引
导广大群众远离毒品，保护
自己、家人和朋友不受毒品
侵害。

此次宣传活动，共出动
警车2辆，人员30余人次，悬
挂横幅40余幅，发放宣传资
料2000余份，得到了辖区群
众的一致好评，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本报菏泽6月27日讯(记者
张建丽 ) 27日，菏泽市行

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成立揭
牌仪式举行，标志着菏泽市和
解中心实现全覆盖，为全市行
政纠纷多元化解开启了新篇
章。

据悉，行政争议审前和解
中心作为化解涉诉行政争议的
机构，与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
织等协同配合，组织开展审前
行政和解。此举有利于促进行
政争议有效化解，最大限度将
矛盾化解在基层和初始阶段，
有利于实现行政审判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018年8月16日，全省部分
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在菏
泽召开，就加快法治社会建设、
探索行政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解决行政诉讼案多人少的矛盾
进行了广泛研讨。张成武副院

长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行政争
议诉前和解机制。根据会议精
神，2018年8月30日，郓城县在
全省率先挂牌成立了山东省首
家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创
建了“立案后审判前，法院指
导，政府行政部门参与，开展行
政诉讼审前和解工作”的行政
争议化解新模式。

2018年底，全市各县区均
已成立了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
心，县域行政案件审前和解工
作有序开展。目前有超过100件
案件纳入审前和解，已经实现
和解实质化解争议的有30余
件，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揭牌仪式上，菏泽市中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
正智要求，完善工作机制，

“精”细化规范和解工作流程。
行政庭与和解中心要加强协
调配合，确保案件接转顺畅、

调审连接及时、日常业务对接
到位。同时积极总结和解经
验，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高
行政争议和解的规范化、制度
化水平；健全配套保障，“尖”
端化加强和解人员配备。要强
化专业培训和指导，提升“和
解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和专业化水平。对和解中心和
解员要定期进行相关业务培
训，组织精干力量从事专项指
导，着力提高行政和解工作水
平，确保和解中心工作顺利推
进，更好发挥化解作用。他提
出全市法院要以和解中心的
成立为契机，牢固树立大局意
识，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严格按照有关分工要求，注重
程序衔接，扎实开展行政争议
审前和解各项工作，为推动依
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贡
献力量。

菏泽市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挂牌成立

开开启启行行政政纠纠纷纷多多元元化化解解新新篇篇章章

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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