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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林楠) 为
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消防安全
知识，本着“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的宗旨，近日，广饶消
防大队指导大码头镇中心初
中组织开展疏散演练和消防
培训。

“全体师生请注意，宿舍
楼某宿舍发生火灾，请老师
迅速组织学生疏散到安全
区”，随着广播的响起，同学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纷纷手捂
口鼻，低头弯腰，紧张有序地
从各宿舍疏散下楼，撤离“火

场”。经过3分钟紧张而有序
的逃生自救，所有师生成功
撤离宿舍楼到达操场。

针对此次逃生疏散演
练，宣传人员给予了点评，并
就逃生疏散常识进行了讲
解。随后，宣传人员结合家
庭、校园火灾特点，讲解了火
灾的危险性，告诉师生如何
防火、如何逃生、如何正确使
用消防器材扑灭初起火灾
等。

活动结束后，学校老师
就此次活动做了总结，并分
发了消防宣传资料。

广饶消防指导学校

开展消防培训演练

本报1 2月1 1日讯 (记者
任小杰 通讯员 林楠 )
为深刻吸取近期火灾事

故教训，认真开展冬春火灾
防控宣传工作，近日，东营
港消防大队组织消防志愿
者在港区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活动。

活动中，消防志愿者积
极开展入户宣传。志愿者们
着统一志愿者服装，向群众
讲解家庭防火知识，有的手
拿消防宣传资料，与消防官
兵结伴同行，在沿街门店等
人流量较集中的地段开展
消防安全常识宣传工作，向

过往群众发放消防安全知
识传单，收到了较好的教育
宣传效果。同时，志愿者们
还积极配合消防监督人员，
充当消防安检能手，对居民
小区内的消防安全设施是
否完整好用进行了认真检
查，并规劝帮助住户清理楼
道堆放的杂物。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为
群众解答相关的消防安全
问题，及时纠正了小区内的
一些消防安全隐患，增强了
广大群众了解消防，关心消
防，参与消防，监督消防的
良好氛围。

志愿者送平安

传递消防正能量

本报1 2月1 1日讯 (记者
王龙 ) 广饶县陈官镇古

家村党支部深入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利用 1 1月、1 2
月党员集中活动日，由市委
宣传部驻村第一书记结合
村情实际讲党课，支部党员
轮流领读报告及党章，加深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
认识。

驻村工作组结合古家
过去五年发展变迁，制作了

《古家过去这五年》展板，让
群众直观感受到十八大以
来党的农村政策给古家村
带来的深刻变化。在村“两
委”班子、支部党员和群众

中间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村庄发展大讨论，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初步确定
了 数 字 文 化 广 场 、道 路 硬
化、美化绿化等美丽乡村项
目以提升村庄整体面貌，利
用泰丰农业种植合作社开
展特色作物种植推动农业
产业升级，利用村南部坑塘
发展渔业光伏互补项目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古家
村 总 体 发 展 思 路 ，明 确 了

“党建统领、巩固提升，建设
富强美丽古家强村”的发展
定位，用五年时间将古家村
建设成为广饶县北部乡村
的示范村、典型村。

本报12月11月(记者
孙川) 12月11日，记者从
东营市环保局了解到，今
年以来，东营市不断强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
水气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同时精准发力合力攻坚，
坚决打好环保突出问题攻
坚战。

据东营市环保局工作
人员介绍，东营市持续坚
持工程治污，投资62亿元
实施了114项142个水气污
染治理工程。截至10月底，
82个水污染治理工程，有76
个达到计划进度，其中已
完成42个；60个大气污染治
理工程，有58个达到计划
进度，其中已完成43个。

东营市相继制定出台
了《东营市全面落实河长制
工作方案》、《关于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东
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等一系列文件，提出了
水气土污染改善目标和治
理措施。1-10月，东营市省
控重点河流化学需氧量、氨
氮平均浓度分别为30 . 40毫
克/升和0 . 89毫克/升，同比
分别改善14 . 04%和40 . 84%，
除溢洪河、挑河因河道整治
外，其余7条河流水质平均
浓度全部达到地表水五类

标准。
改善的不仅是水质，

东营市的环境状况也在不
断改善，根据东营市环保
局公布的数据，前十个月，
东营市环境空气二氧化
硫 、二 氧 化 氮 、P M 1 0 、
PM2 . 5平均浓度分别为34
微克/立方米、35微克/立方
米、105微克/立方米、56微
克/立方米，同比分别改善
20 . 9%、10 . 3%、8 . 7%、3 . 4%；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
数250天 ,居全省第5位，同
比增加12天。

为了巩固治污效果，
东营市坚决打好蓝天保
卫战，整治“散乱污”企业
7 6 3家，取缔燃煤小锅炉
1879台，37台燃煤电厂机
组、68台10吨/小时燃煤锅
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8
家企业完成首轮泄漏检
测与修复，强力推进重型
柴油车辆管控，同时，加
快建成区内加油站三级
油气回收改造，全市170个
在建项目全部落实“六个
百分之百”要求。

在水和土壤污染防治
方面，东营市9条省控河流
均实施了水质达标方案，
2 4家企业安装了电子闸
门，19家企业实施了“一企
一管”，9家工业园区污水
实现集中处理；关闭搬迁
禁养区养殖场(区)141个、
养殖专业户1656个；自然保
护区环保问题已整改完成
697项，自我排查的138项已
整改完成73项；公布了39家
土壤环境监管重点企业名

单，土壤环境监测得到进
一步强化。

强化环境执法监管，
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也
是确保环境质量的重要方
面。今年以来，东营市完善
市县乡三级环境监管网
络，制定了《东营市网格化
环境监管方案》，明确了各
级网格职责、各部门职责
边界以及领导责任、主体
责任和直接责任，推进环
境监管重心下移、力量下
沉。全市共建立一级网格1
个，二级网格7个，三级网
格49个，建立污染源监管
清单1500余个。

除此之外，东营市还
开展“四评级一评价”，目
前全市473家化工生产企业
(含橡胶轮胎企业)已完成
环保评级评价；完成了对
21家造纸、火电企业排污
许可证发放，正在开展水
泥等13个行业排污许可证
发放工作。

2017年是东营市环境
监管执法年，东营市制定
了详细实施方案，确定了
监管执法重点任务和工作
措施。制定了《关于加强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合
力刑责治污工作的意见》，
以开展环境监管执法年为
抓手，始终保持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
态势。今年以来，全市共办
理污染环境案件61起，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2名；
侦破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
案件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名。

前十个月，东营“蓝繁”天数同比增加12天

工程治污助力东营环境改善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古家村深入讨论，共谋发展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盖锐)
为提升全市食品药品监

管系统的办案质量和水
平，12月5日、6日，东营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与市检察
院、市法院、市政府法制办
联合开展了2017年度全市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卷评
查暨执法研讨活动。

此次活动共评查市局
及各县区局案卷15卷，案
件内容涉及全市食品、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领
域，包括复议、减免处罚等
多种案件类型，各县区局、

基层监管所、市局及市稽
查局共77人参加了研讨活
动，参会人员涵盖各单位
法制工作分管领导、科室
负责人、稽查负责人，以及
乡镇监管所负责人和业务
骨干，确保实现活动效果
全覆盖。

同时，评查活动邀请
了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政
府法制办及市局法律顾问
等专家对案卷进行评查，
从不同角度对案卷的内
容、程序等进行剖析，案卷
整体质量较去年有明显提
升。同时，详细解答了各县

区局提交的12项执法疑难
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
性意见，对两法衔接工作
及案卷的制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案卷
合法性和规范性。

活动设置典型案例
汇报及交流环节，各县区
局执法人员积极提出执
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
位专家现场进行答疑解
惑 ，现 场 还 针 对 法 律 适
用、产品追溯等问题展开
了热烈讨论，确保人人参
与，主动思考研讨，活动
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7年东营市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开展

用“评查”提升办案质量

2017年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暨执法研讨活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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