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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关开亮 通讯员 陈刚 栾心龙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公安交警部门7月24日透露，

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青岛市将开展对重点车辆及驾驶
人摸排行动，并首度出台“营运车辆驾驶人黑名单制
度”和“营运驾驶人退出制度”。

据介绍，重点车辆是指大中型客运车辆、大中型货
运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和校车等。为预防减少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强化对重点车辆及其驾驶人
的源头管理，青岛市交通运输、公安、教育、安全监管等部
门将联合出台青岛市“营运车辆驾驶人黑名单制度”和

“营运驾驶人退出制度”，加强对道路运输企业(包括站场
经营者)、运输车辆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建立道路运
输质量信誉及源头治理档案，对存在不良记录的道路运
输企业、车辆和从业人员实施重点监管，对安装和使用
GPS动态监控系统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摸底排查。

青岛将强化重点车辆驾驶人的从业资格监管，规范
客货运驾驶人职业准入关。对客运、货运尤其是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及其驾驶人的资质进行认真复核。对不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经整改仍不达标的，责令其停业整
顿；经停业整顿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营运资质。

青岛将把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的车辆及企业列入重点
监管名单。对营运大中型客货车发生一次造成3人(含)
以上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组成责任调查组进行
责任追究。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问责。

青岛市政府还下发了《关于加强重点车辆及其驾驶
人安全管理的通告》，通告规定，发生重大及重大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以及发生致人重伤道
路交通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驾驶人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或者一年内交通违法行为累计满12分的；交通违
法行为频发，道路交通事故居高不下的运输企业、重点
车辆及其驾驶人，将由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对运输企
业及其主要负责人、驾驶人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 “有的餐具消毒作

坊，明明加工环境脏乱差，但洗出的碗经检
测却是完全达标的，标准太低让我们的监管
陷入尴尬。”今天，在济南市对餐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中小餐饮业开展的餐具消毒专
项整治行动中，一位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向
记者道出了他们的无奈。

今天上午，记者跟随由济南市食品安全
办公室、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
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检查组，随
机对3家餐饮企业和1家餐具消毒企业进行了
突击检查。

记者在历城区车脚山村的一处餐具消毒
“作坊”内看到，5位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正围
着消毒池洗刷餐具，洗好后的餐具被堆积在
墙根处的几只塑料箱内，高温消毒设备和塑
封机尚未启动。检查组检查后认为存在几个
问题：一是操作间没有灭蝇设备；二是更衣
室没有流水洗手设备、衣橱较脏；三是厂址
刚刚变更至车脚山村，而塑封膜上仍标记为
原厂址港沟村；四是塑封膜上没有标记消毒
日期。检查组责令其限期整改。

“在2004年以前，餐具消毒企业的选
址、布局、消毒工艺流程、生产用水、设
备、使用的消毒产品以及消毒餐具的产品包
装和标签内容等，我们卫生部门都会指导培
训，检查通过后，发放卫生许可证，然后凭
此证到工商部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后才能开
业。”济南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曲春
丽说。

“而2004年，国家为了减轻企业负担，
取消了一批行政许可，其中就有餐具消毒企
业的卫生许可。”曲春丽说，“如此一来，
行业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想从事餐具消毒
只要在工商局注册就能营业，很多作坊式的
小加工点都是买一台塑封机、招几个工人先
干起来再说，卫生状况难以保证。没有了前

置性的许可，卫生监督部门只能是事后监
管，往往是接到群众投诉或举报才去查处，
令工作陷入被动。”

更令曲春丽感到无奈的是，目前国家实
行的餐具消毒企业产品合格标准太低。“现
在判定合格与否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大肠杆
菌，一个是消毒剂残留量。大肠杆菌存在于
粪便当中，这个指标往往都不会超标。而对
于消毒剂残留量，很多小作坊在洗刷过程中
索性就不使用消毒剂，那也就不存在超标一
说了。”

在日常检查中，曲春丽和她的同事们常
常是眼睁睁地看着餐具洗刷点蝇虫乱飞、污
水横流，却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因为，根
据那两个指标抽检的餐具，往往都是合格
的。没有法律依据，就无法实施处罚措施，
只能是下达对企业主来说不痛不痒、没有强
制性的整改意见。

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济南市决定采取措
施将餐具消毒企业纳入规范化管理。

“目前济南市有60余家工商注册的餐具
消毒企业，大多是为小型饭店服务，行业总
量虽然不大，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济
南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孙法星告诉记者，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常接到市民的投诉和举

报，反映餐具消毒企业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无小事。对此，济南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正在进行餐具消毒专
项整治。”孙法星介绍说，卫生行政部门对
由工商部门注册的餐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
对未办理登记的一律取缔；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对重点餐饮单位逐户上门监督指导，对不
具备餐具清洗消毒条件的，要督促其按规定
做好餐具消毒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屡教不改的，将坚决予
以取缔，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曝光。

“结合此次专项整治，我们准备仿照哈
尔滨市的做法，明确卫生部门在监管餐具消
毒单位时的责权利。拟发文规定：餐具消毒
单位必须先在卫生部门报备，经检查合格
后，才能在工商部门注册经营。另外，餐具
消毒标准也亟待提高，比如增加菌落指标
等。”孙法星说。

“对餐具消毒行业的监管，还需要发动
群众的力量。”孙法星说，“市民一旦发
现问题，可以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诉
或举报，我们将按照《济南市食品安全举
报奖励办法》进行奖励，奖金最高可达30
万元。”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连日来，各地持续高温。户外劳动者在
高温下挥汗如雨，然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却
拿不到国家规定的高温补贴。如何将高温补
贴落到实处？记者调查后发现，立法是关
键。

“高温补贴？从没领过”

7月26日下午2时许，骄阳似火。在聊城
开发区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多名农民工正忙
碌着。有的捆扎钢筋，有的砌墙，有的在下
料，个个汗流浃背。

农民工张学成戴着厚厚的手套在下料，
手套被钢筋磨得油腻腻的。他戴着红色的安
全帽，安全帽里塞着绿色的毛巾，记者摸了
一把，毛巾已经湿透了。

“高温补贴？应该有，但是俺没有，也
没人给老板提。”张学成说：“一天100元
钱，俺知足了。”

张学成介绍，他早晨7点多上班，中午12
点前下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会，2点多上
班。他和妻子在附近农村租了一间平房，自
己做饭吃。虽然闷热，但是有栖身之地，他
感到很知足。

正在装砖的两位农民工，黝黑的脖子上
搭着毛巾，他们乐呵呵地说：“俺两个是阳
谷的，每天早晨5点往这赶，干10多个小时，
晚上再回去。中午就在施工的楼房里睡会
儿，倒很凉快。一天70多元，挺好。从来没
听说有高温补贴，也没想着要领。”该建筑
项目施工方办公室一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
夏天他们都会给工人发放必需的消暑品，但
提起高温补贴，该负责人则说：“不清楚这
一项”。

在一栋正在施工楼的14层，记者刚上
去，就被热浪包围了，汗水很快浸湿了上
衣。楼体的最边缘，架子工李超戴着安全
帽，腰里系着保险绳，踩在两根悬空的钢管
上走动、紧固螺丝。一根钢管在晃动，让人
为他捏把汗。他的衣服湿透了。记者紧抓住
一根钢管往下探头一看，头晕目眩，腿肚子
不由自主地打哆嗦。李超说：“我们一天130
元，啥都包括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温补贴。

现在，我们都知道气温超过35℃时要停工，
但高温补贴没有领过。”

在城区路边，5位正在挖下水道的农民
工，光着背，吃力地挥舞着铁锨，将土甩上
去。问起有没有高温补贴，一位农民工说：
“你也别问了，俺没有，但是俺老板对俺挺
好，中午管饭管饱。一天七八十元钱，俺也
不想那高温补贴了。”

在聊城市委门口，快递员王怀路停下
车，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喘了一口粗气，
说：“别说高温补贴了，我连基本工资都没
有！送一个快件1块钱。快递公司是私人的，
老板才不管国家的规定呢！”

立法明确谁来管如何管

据了解，现在的工程和项目一般都是采

用层层分包的方式，签订的生产合同中没有
高温补贴支出，文化程度低、不懂维护自身
权益的农民工根本不能指望承包老板发放高
温补贴。层层分包，利润很少，生产企业也
没钱来发放高温补贴。

日前，聊城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加强
建筑施工现场防汛防暑工作的通知》，《通
知》着重要求，当气温达到或超过35℃(去年
规定是37℃)时，不得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确
保建筑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今年夏天，
聊城市住建委监管处组织人员经常到建筑工
地检查，督促各建筑工地落实高温停止露天作
业的规定。这一规定在各建筑工地得到了较好
的执行。

业内人士认为，职能部门像监督高温停
工一样，加强对发放高温补贴的监督，能够
促进高温补贴发放。但是，也有法律界人士

认为，由于我国法律的缺位，职能部门的监
督无法可依；加上发放高温补贴并未立法，
监察部门往往没有依据处罚不发放高温补贴
的企业。

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家奎
认为，当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必
须发放高温补贴，各地出台的发放高温补贴
的规定只是指导性的规定，没有上升到法
律的层面，不是强制性的规定，因此约束
力不强，导致很多劳动者领不到高温补
贴。既然国家和各地纷纷出台发放高温补
贴的规定，说明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建议
在《劳动法》的修改中增添此项内容，明
确谁来管、如何管的问题；规定多少度是
高温，在高温下工作，劳动者应该找谁要
高温补贴，如果企业不发放高温补贴应该
怎么惩处等等。

环境脏乱差却能洗出“达标”碗
准入门槛低、合格标准低让餐具消毒企业监管陷入尴尬

高温补贴：规定有 落实难
■农民工不懂维护自身权益 ■法律缺位监管乏力

□ 本报记者 王原 实习生 李冰杰

今年的本科招生尚未结束，高职（专
科）院校间争夺生源的大战却早已拉开帷
幕 ， 部 分 学 校 为 了 争 夺 生 源 “ 剑 走 偏
锋”。

一个在校生招俩人

民办高职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汽车工
程专业大一学生刘仕春称，这个暑假，学校
让学生或者去实习，或者回老家招生，“不
想实习的任务就是给学校招两个人”。

刘仕春告诉记者，完成招生任务的学生
可顶3个月的实习任务，再去企业实习3个月
即可。招不到学生的，以及不参与招生的是
实习6个月。

该校暑假后上大三的学生卞明明告诉记
者：“上学期学校把我们的专业课停了一
半，让我们边上课边工作。学校还以暑假社
会实践的名义让我们回家招生。”

关于“招生任务”这一问题，山东圣翰
财贸职业学院招生办一位刘姓负责人表示，

确实有学生在外招生，但学生都是自愿前
往，学校也并没有给学生派发招生任务。

记者查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
职业院校顶岗实习工作的意见》，其中规
定：高职院校顶岗实习时间累计不得少于半
年，学校要与实习单位协商保证学生每天顶
岗实习时间不超过8小时。原则上不得安排一
年级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今年估计要死一批学校”

随着高校生源减少，近年多数高职院校
招生跌入低谷，最低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
2006年，我省二类专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为280
分，2007年跌至220分，2009年为210分，
2010年为190分。而去年，高职（专科）最低
录取分数线更是跌至180分；尽管如此，我省
高职去年仍出现5 . 2万人的生源缺口。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示范性高
职院校，其录取一直高于我省高职院校的平
均水平。回顾招生最好的年份，学院招办副
主任王平安称：“2008年全省生源高峰，我
们文科录取线是524分，超三本济南线3分；

理科录取线512分，超三本济南线1分。2009
年文科录取线也达到518分，理科470分。”
但 2 0 1 0年后我省高职的“好日子就过去
了”。当年，山东高考生源骤降5万人，该校
的文科录取分数线直降138分，跌至380分。
而生源跌势并没有停止，2011年山东高考人
数继续减少5 . 8万，2012年再减5万。

今年我省二批本科一志愿投档，已经有
272所高校遭遇“零投档”。部分高职院校的
招生负责人表示，这也许是今年高职招生情
况的“提前预演”。

王平安说：“今年招生完，估计要死一
批学校。”

建立办学预警机制

高职院校面临生死困局，这种局面应该
如何应对？

王平安说，“如果部分高职倒闭，让那
些在高职在读的学生失学，这不仅关系学生
和他的家庭，也将是令人头疼的社会问
题。”而且，近年部分高职在招生、学生学
籍、毕业学历等方面，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

题，引起群众不满。他建议，政府在加大职
业教育投入之外，是否要考虑建立高校尤其
是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的办学预警机制，一
旦发现生存困难苗头，必须让有关部门及早
介入，采取果断有力的举措，消除各类隐
患。

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在谈及职教发展时表
示，要大力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鼓励
和支持企业兴办职业教育；同时职业教育应
该突破体制障碍，在培养体制上，要打破职
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框架，实现“上下左右
贯通”，比如目前国家积极发展的职业型专
业硕士，也是一种方向。

王平安介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已
在积极根据市场需要革新专业课程，比如汽
车学院是国内第一个将汽车与电子技术融合
的学院，再比如现在生物、外语专业遇冷，
但在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这两个专业的学生
在就业市场上反而供不应求，“主要就是专
业方向跟市场脉搏一起跳动”。学校还采取
了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重视“工学交替”培
养学生就业技能等。

（应被采访学生要求，学生姓名为化名）

生源告急，高职喊“饿”

战高温 保供电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7月26日，济南供电公司职

工正在对2 2 0千伏黄 (台 )贤 (文 )

Ⅰ、Ⅱ线输电线路及2210千伏贤

文变电站进行测温。

当日，济南最高气温超过

35℃，为了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

力正常供应，供电部门加大了输

电线路、变电站巡视力度，不间

断地对线路实施红外测温，加强

线路保护区周围环境的排查力

度，以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青岛首度出台

营运驾驶人退出制

□记者 吴荣欣 通讯员 张照帅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6日讯 今天，济南二环西路高架桥

工程206﹟-6桩基浇注完工。至此，济南二环西路高架
桥桩基施工累计完成1085根，占总量的50 . 16%。桩基施
工过半，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济南二环西路高架桥工程是省交通运输厅支持济南
城市发展的重要交通项目，也是服务“十艺节”的重点
工程。工程主线起自济广高速现有的天桥互通立交，终
点位于段店互通立交北，与段店互通立交相连接，全长
8 . 01公里，设置4对出入口匝道；北园高架连接线2 . 11公
里，设置1对出入口匝道；新建匡山互通立交，改建现
有的天桥互通立交。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同时满足
城市快速路的主要指标要求。主线桥梁全宽25米，为双
向六车道，设计荷载公路-Ⅰ级。项目批复总概算20 . 03
亿元。

据介绍，济南二环西路高架桥工程建设坚持周调
度、旬月检查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文明
施工。工程于2011年12月14日奠基，第一根桩基于2012
年2月12日浇筑完成，3月6日完成第一个承台浇筑，3月
17日完成第一根墩柱浇筑。截至目前，进场施工人员
1700余人，施工设备600余台套，累计完成工程总量的
28 . 15℅。

□张环泽 张大东 孙中欣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18日，枣庄市红十字会来到峄城

区古邵镇沈庄村杨玉婷家，对杨玉婷家属进行了慰问，并
带来了由中国红十字会颁发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荣誉
证书》。杨玉婷在烟台因交通事故去世后，完成了多器官
捐献。据介绍，杨玉婷是枣庄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者。

杨玉婷丈夫孙守权告诉记者，7月9日下午2时许，
杨玉婷在从烟台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全力抢救但
因伤势过重去世。在伤者即将离世之时，家属表达了捐
献伤者器官的愿望，一致同意在杨玉婷去世后捐献人体
器官。10日晚，医学专家成功获取了逝者的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这些器官分别使3名重症患者
重获新生，2位失明者重见光明。

孙守权说，妻子杨玉婷今年34岁，老家烟台，2007
年底嫁到了峄城古邵，长期在烟台工作。孙守权右眼失
明，深知病患朋友的痛苦。二人曾口头盟约“无论谁先
走，都将把器官捐献出来”。

□记者 孙巍 通讯员 刘伟 赵善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3日，大雨倾盆。黑龙江省穆棱市

狍子沟村山洪暴发，道路冲垮。当日19时，一名40多岁
的男子，从外面匆匆赶回，刚到家门口，在雨中守候了
3个多小时的4名民警一跃而起，将其抓捕。

该男子本名张传光，化名张峰，1968年5月11日生，日
照市岚山区黄墩镇某村人。对他实施抓捕的，是日照市公
安局东港分局刑侦大队缉捕重大逃犯攻坚行动追逃小组。

时间回溯到1991年9月23日凌晨，张传光因生活琐
事与新婚妻子徐淑莲发生争执，张传光将徐淑莲杀死后
埋入院中后潜逃。案发迄今已经整整21年。多年来，东
港公安分局对该案高度重视，多次开展攻坚追逃，但因
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攻克。

今年，省公安厅部署开展缉捕重大逃犯攻坚行动。
专案组重新梳理张传光的亲朋好友，发现其原籍亲朋有
分散居住于黑龙江省黑河、大庆、尚志等县市，专案组
连续作战，四赴哈尔滨、三赴大庆，一一排查。专案组
发现其远房亲戚辛某在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乡居住。经
秘密摸排，专案组发现20多年前有个自称张峰的人从山
东来投奔辛某。目前此人就住在村中。专案组认为张峰
极有可能就是在逃嫌疑人张传光。

7月3日下午，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专案组冒雨赶赴
狍子沟村，果断对张峰进行抓捕。

归案后，经过近7个小时的艰苦审讯，张峰最终放弃
抵抗，交代真实身份，并对杀害其妻子徐淑莲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至此，经过21天的连续作战、行程两万余里，东
港公安分局缉捕重大逃犯攻坚行动首战告捷。

枣庄首例器官捐献者
完成多器官捐献

潜逃21年隐姓埋名

日照：两万里跨省缉凶

济南二环西路高架桥
桩基施工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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