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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
东仓村有一家POF热收缩
膜厂，夜间非法印刷 POF
膜，气味刺鼻。

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
望母山村有 2 家小塑料厂
暂时停产并转移设备原料
规避中央环保督察。冯卯
镇的个别领导以治理相山
村水库的名义在相山水库
周边挖沙卖沙。

枣庄市滕州市伦达国
贸城C区与B区之间道路经
常有大车通行，噪声影响居
民生活；小区附近多家饭店
排放油烟。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
东 2 公里的薄山，多年来非
法开采严重，有四家采石场

（经营者分别为峨山后村的
王某电、马楼村的马某庆、
后山头村的王某坤和杨某
元）夜间作业，破坏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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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庄镇东仓村POF热收缩膜厂，位于东仓村东侧、枣临铁路西，租赁厂房经营，占地面积约
900平方米。以聚乙烯、聚丙烯为原料生产POF膜，一部分直接销售，一部分印刷餐具膜，无任
何审批手续。厂内共有2个厂房，一个从事POF膜生产和切割，另一个从事印刷，有吹膜机2
台、分割机5台、印刷机6台，年产量近500吨，厂内有原材料近40吨、成品和半成品约10吨、水
性油墨20余桶。该厂24小时生产，现场有刺鼻气味。

1.经现场调查核实，冯卯镇望母山村原有2家小塑料加工作坊，业主分别是张某甲、张某
乙。2017年8月7日，按照冯卯镇政府《关于清理取缔废旧塑料加工作坊的实施方案》的统一要
求，张某甲、张某乙两家关闭了加工作坊，清理了小塑料加工设备和原材料，两家均没有发现加
工生产设备、原材料，并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不再从事小塑料加工。经供电部门出具证明证实，
张某甲、张某乙两家均已断动力电，仅保留生活用电。

2.经现场查勘，冯卯镇相山村没有水库，有9处小塘坑。投诉人反映的相山村水库实际是村
东100米路北的一处塘坑（老百姓俗称老龙卦水库），占地约10亩，坑深约3.5米。为解决群众
生产用水的需求，相山村委会于2012年12月6日向冯卯镇党委、政府提出“对该塘坑进行扩容
蓄水1万立方，彻底解决周边近300亩地严重缺水、干旱灌溉问题”的申请，并得到同意。2012
年12月24日，相山村两委就老龙卦塘坑扩容项目召开了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参会的17名代表

（党员8名、群众代表9名）一致同意该项目建设。2013年6月20日，相山村委会与枣庄市中区
个体工商户马某丙签订《相山村老龙卦水库项目建设协议书》，协议约定在村东建一水库（经核
实，是对老龙卦塘坑扩容）。在马某丙施工期间，相山村部分村民到镇政府上访反映卖沙问题，
镇政府要求马某丙停止施工。2013年8月16日，山亭国土资源分局对冯卯镇相山村马某丙“未
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在相山村开采矿产资源，开采风化沙，扩容水库”的行为，下达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3.经现场核实，老龙卦塘坑内有挖沙痕迹，面积约3亩，没发现采挖机械设备。对此，山亭国
土资源分局于8月30日进行了立案调查处理。

1.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在伦达国贸城C区
与B区之间经常有货车通过；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停靠路边的货运车辆进行了检查，
营运手续均齐备，未发现有违反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因货车过往较多，偶尔会出现
鸣笛等噪音扰民现象。

2.信访举报区域位于伦达国贸城商业区与嘉德城市花园居民小区交界处、西接伦达五金装
饰品市场，人流车流量较大，路段门面房多用于餐饮服务行业经营。自2016年4月，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依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对周边存在的乱搭乱建、店外摆
放、占道经营等违章行为进行了综合整治，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尽管采取了集中整治、长效
管理等措施，但受利益驱动，仍有部分经营户未能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装置。

8月19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伦达商贸城物业管理办公室，向该区域22家餐饮业主宣
传《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向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
19家餐饮饭店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严格按照“安装油烟净化装置、设置专用烟
道、油烟排放达标”要求进行整改。8月30日下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人员，对该区域餐饮
经营业户是否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有无专用烟道、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等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并
对占道经营、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等违章行为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该区域22家餐饮店，
已有3家饭店安装油烟净化装置，1家饭店已订购油烟净化器，到货即安装；18家饭店已安装简
易烟道，无向下水道排放油烟、倾倒泔水垃圾等违章行为。

1.薄山位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驻地东约2公里，S352省道北侧，山体为石英砂岩、页岩出
露地表。来信反映的四家采石场，经核实为一处采石场（经营者王某某）、两处石英砂岩加工点

（经营者分别为杨某某、王某某）。此区域没有其他非法采石加工情况，也未有马某庆此人。
2.采石场为原枣庄市峄城区春峰石英石矿，该矿采矿许可证于2008年12月有效期满，未办

理延续登记。后峄城国土资源分局在巡查中发现该区域有非法开采行为，现场查扣挖掘机电脑
版2块。

3.两处石英砂岩加工点，按照中共峄城区委办公室、峄城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峄城区露天
非法开采加工企业全面清理取缔实施方案》，已于2017年7月自行拆除石子加工设备。

4.调查人员在该区域现场未发现非法开采、加工迹象。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处理
类别

关停
取缔

关停
取缔、
约谈、
问责

责令
改正

其他

处理和整改情况

陶庄镇党委、政府已于 8 月 30 日对其生产车间
采取停水措施，并责令厂主立即停止生产。该企业已
于8月31日完成原材料和成品清理，部分生产设备已
拆除清理。

1、8月30日下午召开转办件办理会，成立由交区国
土资源分局、公安分局、水利局、经信局、环保局、冯卯镇
人民政府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连夜排查核实，查
阅案卷资料，开展处理工作。

2、责令冯卯镇政府立即终止相山村老龙卦塘坑扩
容加固工程，并负责对挖采区恢复原貌。由山亭国土资
源分局成立专案组快速查处；

3、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责成冯卯镇政府进一步强化
执法监管，抽调镇国土、环保、城建、行政执法等部门精
干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组，加大巡查频次，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

4、对冯卯镇国土资源所所长进行约谈。

1.在伦达国贸城 C 区与 B 区之间设立标识牌（包
括禁鸣标志），提醒客车、货车司机减速行驶、禁鸣喇
叭，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的居住生活；同时，加大执法
力度，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驶、运输货物的抛洒泄漏、
乱停乱放等行为，加强对该路段通行车辆的管理力度。

在伦达商贸城周边的北辛路、大同北路等处设置
视频监控等，对周边道路交通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确保
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2.责令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的 19 家餐饮饭店停
业整改，待安装完油烟净化装置，经过验收后，方可营
业。

1.在前期拆除的基础上，立即采取断然措施，调集
机械对该区域的进出道口实行断路或封堵措施。

2.同时加大巡查力度，依法打击非法开采加工行
为，巩固整治成果，保护生态环境，严防非法开采行为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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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8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
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法传
统友谊。我同总统先生在汉堡首次会晤
时，就发展强劲有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当在相互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
继续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高水平
互利共赢，推动中法关系持久健康稳定
发展。中国视法国和欧洲为维护世界稳
定繁荣的重要力量，我赞同两国就全球
和地区重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马克龙祝贺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表示法中是全面战略
伙伴，当前国际形势下，法中合作应对全

球性挑战比以往更重要。法方致力于深
化法中关系，开展好机制性对话，加强经
济、核能、环境等领域合作。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
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
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坚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
题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
平方式解决。希望法方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为缓和局势、重启对话发
挥建设性作用。

马克龙表示，法方致力于维护朝鲜
半岛和平稳定，重视中方在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和重要作用，愿同中
方加强合作，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国家网信办日前连发两个规
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针对互联网群组和
公众账号乱象，提出微信群、微博
群等“谁建群谁负责”；公众账号服
务提供者要加强对发布内容的监
测管理。

“圈内熟人”传播存乱象
当前，很多智能手机用户常常

会订阅各类微信公众号，还主动或
被动进入各类微信群、QQ 群、微
博群、支付宝群聊等。

这些互联网群组、公众号方便
了公众工作生活，密切了精神文化
交流。不过，国家网信办调查发
现，这些以“圈内熟人”为主的传播
方式，也存在种种乱象。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公众号、
群组营销人员承认，当前关注养生
的人比较多，因此制作并发布各种
虚假养生信息，骗取用户关注，推
销假冒伪劣商品的做法并不少
见。此外，有的公众号、群组里传
播道听途说、恶意编造的不实信
息，有的披着“互联网新经济”外衣
搞网络传销等。

“当前公众号、群组传播的内

容具有随意性强，约束审核偏弱等
特点。”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
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侯锷说，而
且公众号、群组传播的信息是基于
强关系链的私密交互传播，碍于

“熟人”关系，往往让人更容易相
信。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公
众号、群组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亟待
依法规范。

“群主”、网络平台要负责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出台的这两个规定，总体思路均
是要求网络平台创建者、群组发起
者、管理者等，在行使权力的同时，
要担当公号及群组运营安全防护、
信息审核管理等责任。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 提出，互联网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即

“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
责”，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
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
信息发布。

此外，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对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
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建立信用
等级管理体系，合理设定群组规
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采取必
要措施保护使用者个人信息安全。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提出，互联网用户
公众账号服务提供者应落实信息
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对
本平台公众账号发布内容的监测
管理，发现有传播违法违规信息
的，应立即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等。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服务提
供者应设立总编辑等信息内容安
全负责人岗位；对违反法律法
规、服务协议和平台公约的公众
账号依法依规立即处理等。

唯有管好才能让绝大多数网
民用好

这两个规定均将自 2017 年
10月8日正式施行。

未来互联网群组中若发生违
法违规行为，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有关部门将对平台方依法
依规采取处理措施；对于违法违规
的群组，由平台方采取警示整改、

暂停发布、关闭群组等处置措施；
对于违法违规的群组建立者、管理
者等，由平台方采取暂停管理权
限、取消建群资格等措施。同时，
平台方要对违法违约情节严重的
群组及建立者、管理者和成员纳入

“黑名单”管理。
此外，国家网信办负责全国互

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的监
督管理执法工作，地方网信办依据
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
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的监督管
理执法工作。

针对公众号存在较大争议的
未经授权转载文章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
使用者，应依法依规转载信息，保
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唯有管好，才能让绝大多数
网民用好，确保绝大多数网民合法
正当的权益不受侵害。”侯锷认为，
两个规定的适时出台，为新媒体参
与的社会化传播，和网民依法文明
有序参与圈层化信息交流，加装了
一道信息净化“滤膜”和安全防护

“纱窗”。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新闻分析

微信群谁建谁负责 强化公众号内容监管
新华社记者 李亚红 王思北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8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
业经济的意见》。

《意见》 明确，到 2020 年，初步
建成适应我国国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
产业体系，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左右，粮食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7%左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
88%，主食品工业化率提高到 25%以
上，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粮食企业
数量达到50个以上，大型粮食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粮食产业集群辐射带动能
力持续增强，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和粮
食质量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意见》 明确了发展粮食产业经
济的重点任务。一是培育壮大粮食产
业主体，增强粮食企业发展活力，培
育壮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多
元主体协同发展。二是创新粮食产业
发展方式，促进全产业链发展，推动

产业集聚发展，发展粮食循环经济，
积极发展新业态，发挥品牌引领作
用。三是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增
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大力促进
主食产业化，加快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与转化，统筹利用粮食仓储设施资
源。四是强化粮食科技创新和人才支
撑，加快推动粮食科技创新突破，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促进粮油机械
制造自主创新，健全人才保障机制。
五是夯实粮食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粮
食产后服务体系，完善现代粮食物流
体系，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意见》 强调，要加大发展粮食
产业经济的财税扶持力度，健全金融
保险支持政策，落实用地用电等优惠
政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
制定推进本地区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
实施意见、规划或方案，加大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实绩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考核中的权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
周玮）中宣部、文化部、中央编办、财政部
等 7 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
方案》，部署推动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建立以理事会
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实施方案明确要坚持党的领导、把
握正确方向，转变职能、政事分开，立足
实际、分类实施，坚持公益、提升效能的
基本原则，到2020年底，全国市（地）级
以上规模较大、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
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基本建立以理

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决策、
执行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方权
责更加明晰，运转更加顺畅，活力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获得感明显
提升。

实施方案强调，要从建立以理事会
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相关
方职责、制定机构章程、规范管理运行、
加强党的建设等五个方面明确公共文化
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构架和运行管
理体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举办单
位指导组建理事会和管理层，负责对公
共文化机构和理事会建设进行监督指
导、绩效考核。

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门联合推进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天津举行。这是各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代表
在闭幕式上挥舞旗帜。 （新华社发）

第十三届全运会闭幕

据新华社利雅得 9月 8日电
（记者 王波）沙特阿拉伯、埃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四国8日
凌晨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卡塔尔必
须无条件执行13点要求，不能为执
行要求设置前提条件。

四国联合声明是在科威特埃米
尔萨巴赫关于卡塔尔准备接受 13
点要求的讲话后作出的。

沙特等四国重申卡塔尔须
无条件执行13点要求

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8日电
（记者 张继业）俄罗斯国防部8日
发布消息说，俄驻叙利亚军事力量
日前摧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处
指挥所，击毙该组织4名重要头目。

俄国防部说，本月5日，俄驻叙
军事力量获悉，极端组织一些高级
头目在位于叙利亚代尔祖尔市郊的
一处地下指挥所举行会议，密谋如
何应对叙政府军对代尔祖尔市展开
的迅猛进攻。

俄军在叙利亚击毙
“伊斯兰国”4名重要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