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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阳信县检察院 10 年来，他
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其中
未成年案件5起。由于工作突出，先
后被评为“滨州市人民检察院青少年
维权先进个人”“滨州市青少年普法
先进个人”。在2016年检察机关“员
额”考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入选。

他叫杨华，2007年考入阳信县人
民检察院，目前在该院公诉科工作并
兼任未检办成员。

公诉工作是一项业务性极强的
工作，这项工作要求办案人必须具备
过硬的法律知识。在实际工作中，杨
华不断学习，初步形成了精通常用刑

事法律知识，熟悉多门法学知识的复
合型知识结构。面对疑难案件，他常
能理论联系实际，作出精辟独到的分
析，为实现公正执法奠定了良好的业
务基础。

2016年4月，杨华审查一起涉嫌
寻衅滋事案件。作为承办人，他认真
审查案件，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
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之后，杨华认为
参与案件的其他人员依法构成犯罪，

应予以追诉，遂依照相关规定，对其
他涉案人员予以追诉，诉至法院。法
院依法予以认定判决。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
扎实的业务功底作基础，杨华近年来
办理了大量疑难复杂案件和新型刑
事犯罪案件，使一大批严重刑事犯罪
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使司法公正落实
到了具体的执法工作中，有力维护了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是每一名司法干警内化于心的
信仰和原则。然而，对于从事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未检干警来说，当
好一名合格的未检人，不仅需要遵从
法律的刚性，更需要面对未成年人时
的那一份耐心和柔情，需要丰富的法
律素养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杨华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将犯罪
预防关口前移，结合社会治安总体形
势深入中小学、社区开展各类法制宣
教活动十多次，不仅让未成年人深刻

感知犯罪的危害，树立警戒心理和防
范意识，也让大家从中领悟了人生的
启示。

办案过程中，杨华充分考虑每一
个涉罪未成年人的个人经历、家庭背
景、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对犯罪情
节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严格依法办
事，维护法律权威，对犯罪事实和证
据认真细致把关，注重证据的关联
性、全面性和合法性，对认定的每一
事实都形成封闭的证据链条，让犯罪
嫌疑人在证据面前认罪伏法，对处理
结果心服口服。对因一时冲动实施
犯罪行为、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
的未成年人，则通过向公安机关了
解、深入社区和家庭走访等途径，掌
握其犯罪的原因和动机，通过全面社
会调查为其寻找帮教，依法从轻、减
轻处罚，并耐心细致地做好事后帮教
工作。

阳信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杨华：

10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芳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王慧娟 报道）近期，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特勤大队民警在侦办张某醉驾案
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一名诈骗人员，涉
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张某因醉驾被
交警讯问。在被依法讯问时，张某神
情异常。随着进一步讯问，张某才慢
慢道出实情。据张某陈述，诈骗人员
李某声称在交警部门工作多年，交友
广泛，只要给钱就能帮其减免醉驾刑
事处罚。张某信以为真，支付李某 3
万余元用于“减免处罚”，但仍然被刑
事拘留。

大队民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谎称公安系统内部“有人”，收人钱财
就能减免刑罚，这关系到公安民警的

执法形象，于是立即向大队领导反映，
并安排专人根据张某提供的线索开展
调查，顺藤摸瓜，最终成功抓获诈骗人
员李某。

经查，李某多次使用同一伎俩实
施诈骗，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日
前，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
批捕。

在此，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勤大
队民警提醒，办案民警将依法严格公
正办理醉驾案件。当事人如有疑问，
请直接联系办案民警，切勿相信无关
人员花钱能办事的承诺，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也避免败坏办案单
位及民警的声誉。如遇到诈骗电话，
可向办案民警举报。

谎称“我上面有人，能帮你减免刑事处罚”

我市交警部门抓获
一名诈骗人员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员
刘书凯 报道)2017 年 11 月份以来，市
区泰山名郡、大河孙等居民小区接连
发生多起入户盗窃案。嫌疑人趁白天
住户家中无人之机，以撬门、翻墙等方
式入户作案。系列案件的发生引起了
滨城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刑
侦、图侦等多警钟联合组成的专案组，
侦破此系列案件。

经过调查走访和调取案发现场周
边监控，专案组最终确定一辆无牌黑
色福特轿车为嫌疑车辆。2017 年 12
月21日，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了该
嫌疑车辆，并随后将在附近作案后准

备逃窜的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如实供

述了窜至滨城区多个小区入户盗窃作
案 4 起，涉案价值 3 万余元的犯罪事
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滨城
警方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居民在家要尽量少放
现金，保险柜要固定，保险柜的钥匙不
要随意丢放，出门前要锁好门窗。同
时邻里之间要做好邻里守望工作，遇
到陌生人多问几个问题。小区物业
(管理者)更要做好整个小区的安全工
作，及时修补存在安全隐患的物防技
防设施，安排保安加强巡逻。

白天也要“看好门”

滨城警方破获系列
入户盗窃案件

每周一警每周一警

滨州市委政法委滨州市委政法委 滨州日报合办滨州日报合办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付玉鲜因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专用票据不慎丢失，金额：壹
万壹仟柒佰肆拾叁元，声明
作废。

滨州亚雨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6003492353040，声 明
作废。

滨州经济开发区栋宇日用
品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 ：371627600044563，声 明
作废。

苗萍花因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专用票据不慎丢失，金额：壹
万零柒佰肆拾元，声明作废。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滨州分所公章丢失，

编 码 ：3723010023428，声 明
作废。

滨州经济开发区非凡筛网
厂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37232119760829806701，声明
作废。

滨州经济开发区浩宇电脑
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号 ：371627600049070，声明
作废。

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限公

司丢失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发票联）各 1张，发票代
码：3700162160，发票号码：
07443750，特此声明。

于江江居民身份证丢失，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72301198809021434，声 明
作废。

滨州路遥广 告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章 、合 同 专 用 章 磨
损严重、字迹不清，公章编

码：2723010009667，合同专用
章编码：3723010009669，声明
作废。

邹平县弘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 ：371626200002203，声 明
作废。

邹平县弘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
失 ，代 码 ：679220308，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滨州区域C级

经理：张崇梅持有广东
琪雅健康美连锁有限公
司开具的加盟履约金
（C 级连锁店地址：无棣
县新区盐百购物中心北
门（店牌号：09355））收
据原件不慎丢失，收据
号列为 C000579，现声
明作废。

滨州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91371600053411663P），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200万
减少至人民币800万，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滨州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月2日

减资公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备注：
1、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打供电服务热线：0543-3302235。
2、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序号

1

2

3

检修线路

110千伏滨港站：10千伏滨一甲线75-201环
网柜#5开关

110千伏市南站：10千伏 曲轴线至11 开关

110 千伏 中海站：10 千伏肖海甲线 11 开关
至肖海乙线11 开关

工作时间

1月10日
9:00－16：00

1月11日
08:30—18:30

1月23日
07:30—17:30

检修原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停电区域

北海三路滨港十路

长江三路渤海二十四路

渤海二十一路至西外环路之
间；黄河八路两侧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山东北滨实业有限公司。

滨州海得富莱曲轴有限公司。

滨州市环海管道燃气输配有限公司、李肖海村、肖海家园、黄八渤
二十四路路灯、中海小学、山东海右置业有限公司等客户。

2018年1月份滨州供电公司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上接第一版）
各基层院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

积极探索新的案件管理和监督模式，
制定符合工作实际的案件分配规则
和程序，迅速做好本地化配置调整工
作，确保了办案活动有序衔接。

比如，阳信县院建立案件管理
“双体监督”机制，案件流程监控员和
办案人员实时在线沟通，关键节点、
关键问题系统自动预警提示，有效降
低了程序遗漏和案卡填录等错误。

案件质量是第一生命线。市检
察院通过修订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办
法，建立全市案件质量评查人才库，
积极推动案件质量评查常态化。

对评查出的问题，在列明清单、
集中通报、督促整改基础上，围绕问
题集中领域和环节，确定办案风险

点，采取流程监控、风险提示、个案评
查、跟进监督等方式，建立起事前、事
中案件质量监控机制。

2017年5月，全市员额检察官宣
誓就职，司法责任制改革迈出实质性
步伐，对员额检察官的管理就成为必
要的配套措施。

配套的关键点是，如何做到既注
重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充分激发职
业活力，又做到授权到哪里，监督制
约就跟进到哪里，确保严格管理、严
格监督。

博兴县院研发的检察官工作实
绩考评系统，以检察业务、纪律作风、
年度目标三个项目为主架构，涵盖十
余项指标，为落实司法责任制、分配
绩效奖金提供了依据。无棣县院研
发检察官司法档案管理平台，运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检察官办案数
量、质量、效率、效果、规范等多维度
跟踪监测。

具备司法资格人员向业
务部门流动，基层院业务人
员占比达85%

党的建设是检察队伍建设的灵
魂,是检察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去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深刻把
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积极探索党建、队建相互
促进的规律和途径。积极开展政治
大讲堂、党员积分制管理、主题党日、
微党课等各具特色的党建活动，基层

检察队伍政治素养、司法理念不断提
升，塑造了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品
性。

扎实开展对基层院巡察和巡察
回头看，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定期检查制度，抓紧抓实对基层院
班子和班子成员的监督，营造了基层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积极适应办
案方式改革和分类管理需要，将具备
司法资格人员向业务部门流动，基层
院业务人员占比达85%。

推行“实务+实战”教育培训模
式，以开展公诉、侦监、执检能力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组织专家讲座、检察
大讲堂、实兵演练等提高办案能力和
水平。

以“六型”检察院创建推动现代新型基层院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员
刘书凯 报道）2017年12月20日10点
17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
警：黄五渤九劳保小区院内发生火
情。指挥中心迅速指令滨城公安分局
彭李派出所和消防大队值班警力赶赴
现场。

到达现场后，消防人员迅速将火
势扑灭，与现场民警将被困的 3 人成
功解救。经初步了解，起火原因是停
放在一楼楼道内的电动车自燃，引发
了火灾，现场烧毁 4 辆电动车。除一
人因惊慌导致脚踝扭伤，无其他人员
伤亡。

经查发现，该楼居民高某、王某在
楼道一楼入口处不按规定存放电动车
充电，导致电动车起火，当事人对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滨城警方分别对
二人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对
本小区负有管理责任的物业公司，目

前消防和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调查处理
中。

警方提醒：
电动车应在独立房间内或室外集

中停放和充电，这个房间应该与居住
部分及楼梯间有实体墙相隔。不要在
楼梯及楼道口充电。同时，电动车在
充电时，一定要注意环境，周边不能放
置易燃易爆品，同时最好不要超过八
小时。

电动车火灾导致人员死亡的事
故，超过九成是因为电动车在楼道停
放充电、楼内人员从楼道慌忙逃生时
被烟熏致死。电动车燃烧起来，毒烟
迅速向上蔓延，楼道很快就会陷入毒
烟密布的状态，把逃生通道切断。此
时，受困人员不要盲目逃生，正确的方
式是把房门关闭，如有烟气窜入可以
将毛巾打湿，堵住门缝，并打开外窗排
出烟气，及时报警等待救援。

楼道内为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两位当事人被行政拘留15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付晓兵 报道）近日，历经近一个月
的侦查，博兴县公安局乔庄派出所成
功侦破郭某凤贩卖毒品案、孙某飞贩
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高某忠贩卖
毒品等案件，刑事拘留2人，强制隔离
戒毒1人，行政拘留1人，及时消除了
重大社会隐患，为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奠了良好基础。

为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乔庄
派出所在日常工作中加大线索摸排
力度，强化对吸毒重点人员的管控。
2017年10月2日，乔庄派出所根据博
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提供线索，得知
临沂市平邑县温水镇郭某凤有贩卖

毒品的重大嫌疑。为及时将其抓获
归案，乔庄派出所与禁毒大队共同组
织警力驱车赶至平邑县城开展抓捕
工作。经过不分昼夜蹲点守候，10月
4日民警在临沂市平邑县一购物广场
中将企图进行易制毒药品交易的犯
罪嫌疑人郭某凤当场抓获，并带回讯
问。

在民警讲法律、说事理的耐心引
导下，郭某凤如实交代了自己贩毒的
犯罪事实。至此，郭某凤参与的系列
贩毒案件顺利告破。

2017年1月，社区戒毒人员袁某
某在社区戒毒期间再次吸食毒品，被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查获。袁某某被

要求依法强制戒毒两年，但她一直在
逃。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乔庄派出
所民警多次到犯罪嫌疑人经常出没
地点寻找，但一直未果。后办案民警
在办理过的禁毒案件中梳理涉毒线
索，认真搜索犯罪嫌疑人踪迹，11月
14 日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抓获
归案，并依法将其送至山东省女子强
制隔离戒毒所依法强制戒毒。

经过梳理近期的案件线索，根据
对重点关注人员高某忠、周某凯的日
常表现和分析研判，民警认为其涉毒
的可能性较大。经查，2017年6月以
来，高某忠、周某凯多次在东营区胜
东社区某小区内吸食冰毒。2017 年

11月15日下午，根据线索得知，其二
人在东谷王附近出现，派出所民警得
知情报后沿线追踪，并于当日 23 时
许，在博兴县某宾馆将二人当场抓
获。经查，11月15日下午，周某凯出
资500元转账给高某忠，后高某忠、周
某凯共同开车到东营市购买毒品冰
毒 0.5 克带至博兴县境内，随后二人
在周某凯车内、某宾馆内共同吸食毒
品。经尿检，二人检测结果均呈阳
性。目前，警方已对嫌疑人高某忠进
行刑事拘留，对周某凯行政拘留十日
并处罚款2000元。

乔庄派出所破获多起涉毒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