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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报道）针对新时代纠纷主体多元
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
化的特点，博兴县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优化
整合资源，全力打造集约高效、多元
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的“一站
式”非诉讼纠纷调解中心。

加强组织领导，高站位谋划部
署。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抓总，成立
了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县
政法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
长，各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各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为成员的工作
专班，一手抓制度、基础和设施完
善，一手抓人员和经费落实，先后制
定出台了《构建博兴县大调解新格
局总体规划》《构建博兴县大调解新
格局实施方案》，确保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中心建设有序开展。并将各级
各类调解组织建设、专职人民调解
员队伍建设情况纳入综治工作（平
安建设）考核，切实调动了工作积极

性，提高了工作执行力。
健全制度机制，高质量规范建

设。按照“统一受理、分类调处”的
工作思路，构建“一窗式受理、一站
式接待、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
的工作流程，确保群众“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地、纠纷全调处”。一
是健全职能设置。厅前设置法院、
人社、住建、退役军人事务、自然资
源规划等多个受理窗口，厅后健全
诉调对接、行政复议、法律咨询、心
理咨询、公开听证、教育疏导、音视
频监控调解室等多个调解功能室。
视频调解系统可实现县、镇、村及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互联互通，切
实节约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效率。
二是健全制度设置。按照“五有”
（有标识牌、有相对固定工作场所、
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
账）、“六统一”（印章、标牌、标识、工
作程序、制度、文书统一）要求，规
范、完善、夯实工作基础。建立健全
纠纷登记、审查受理、调处化解、整
卷归档、案件回访、统计上报、系统

录入等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实
现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同时，
把相关的法律法规、赔偿标准制成
标牌，上墙公示，让调解双方当事人
明确调解依据，促进案结事了。

积极探索创新，高效能实战运
行。按照人民调解法规定，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
系。一是扎实推进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组织建设。目前，全县共有各
类调解组织481个，调解员1600余
名。二是着力推进个人品牌调解工
作室建设。充分发挥乡贤名人在群
众中良好的声誉名望，利用其人熟、地
熟、情况熟等优势，推出一批独具特色
的品牌调解室。陈户镇建立由“全国
模范司法所长”“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高兆清命名的“老高工作室”；兴福镇

“老秦调解工作室”设在镇综治中心
内，与信访、司法、人社、民政等窗口联
动联调，由兴福镇司法所干警秦国明
担任调解员。2020年以来，个人品
牌调解室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0
余件，调解成功率达100% ，切实将

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加强专业培训，高标准履职尽

责。一是建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设置专职调解员公益岗位121
个，从200多名退役士兵中严格筛
选出政治过硬、公道正派、熟悉调解
业务的优秀人员，派驻县镇两级调
解机构、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等单
位从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二是积
极探索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顺
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建立人民
调解员网络培训平台，推动调解信
息录入与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深度
融合，深入开展岗前培训、业务培
训、短期轮训，采取集中授课、研讨
交流、案例评析、实地考察、现场观
摩、实训演练等形式，重点开展社会
形势、法律政策、职业道德、专业知
识和调解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对培
训合格的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努力
提高广大人民调解员的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和调解技巧，提升调解复
杂疑难纠纷和处置突发重大问题的
本领。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纠纷全调处
博兴全力推进“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调解中心建设

支付随心：最高额度可达30万，无指定商户和商品限

制，可根据实际消费需求在非受限商户刷卡支付

还款灵活：12期、24期、36期、48期、60期，还有一年
期灵活还款（手续费必须分期还款），自由选择

申请快捷：无首付、无担保，申请材料简便

费率优惠：按月还本年费率3%，对应年化利率5.64%。

申请材料：身份证明，有效的财力证明文件（以下材料

之一：社保缴费记录、公积金缴存记录、纳税证明、代发工资流

水、可验证收入证明、金融资产等材料），相关申请表格协议。

授信额度：授信额度≤客户月最高还款能力*期数

中行“优客分期”
优惠来袭

中行优客分期，您买车、装修、消费的不二之选，年手

续费仅3%，对应年化利率5.64%，一万一年仅300元!期

限最长可达5年，更多优惠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满足优质客户因消费（非投资）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最高金额30万元，最长期限60期，可采取一年期灵活还

款方式和按月偿还本金的方式。放款采取优客专用借记

卡放款模式，客户持专用借记卡至约定消费场景的商户

刷卡消费。

暮春时节，长江之滨。
一汪平湖碧波荡漾，两岸青山绿

荫葱葱。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街道巷
陌车水马龙。

现在的万州，景美、业兴、人和，
“畅游三峡、万州出发”声名远播，“万
川毕汇、平湖之州”魅力独显。

谁承想，这里曾发生过震惊中外
的“九五”惨案，城市一度遭受重创，百
废待兴。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95年过去，一代代万州人接续奋斗，砥
砺前行，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焕发
出勃勃生机。

一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巍巍太白岩下，草木葱茏，鸟语花
香。

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就坐落于
此。穿越岁月的风云，不能忘却的历
史，一页页、一幕幕在这里记载、陈列、
见证。

“那天，城市上空突然传来炮响
……”在重庆市万州区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调研员熊世忠的讲解中，那段
尘封的红色记忆再次被打开。

1926年 9月 5日，英方借口川军
扣押其商轮“万县”号和“万通”号，悍
然动用三艘军舰炮轰万县城（今重庆
万州区）。炮轰持续2个多小时，炮击
点33处，城市顿时一片火海，烧至次日
凌晨。造成死伤千余人，房屋被毁千
余间，财产损失2000多万元。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亦称“九五”惨案。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
同胞告民众书》指出：“简直是近百年
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闻”。朱德、
陈毅等在万州一面力说川军反击，一
面组建“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开展
反帝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
界给予支援，以雪国耻。

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很快遍
及全国。这是继五卅运动后，又一次
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群众运动新高潮。

一本铭记历史的红色教科书

时间可以远去，历史不容忘却。
“呜——”每年9月5日，万州都会

组织牢记“九五”惨案，勿忘国耻纪念
活动。城市上空，防空警报声响彻天
际。

每一声警报，都是一次痛心的警
醒。每一次纪念，都是力量的积蓄和
精神的传承。

在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内，陈
列有文献、资料、文物等3000余件，包
括中共中央关于“九五”惨案重要文献
《告民众书》、“九五”案扣押英舰铁锚、
“九五”惨案纪念门、“九五”惨案纪念
碑、“九五”惨案警报台、侵华日军轰炸
万县出土未爆的炸弹等。

据介绍，开馆25年来，纪念馆年均
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特别是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以来，前来缅怀的党员干
部和群众越来越多。

2018年，万州区档案馆建成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专门设置万县“九五”
惨案厅，展陈珍贵的档案史料，用现代
声光技术再现英帝炮击万县时的惨
景。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获得
感悟和启迪。

“‘九五’惨案纪念馆是一本铭记
历史的教科书，也是一种根植万州人
民心中的情怀。是为了记住，也是为
了纪念。”万州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党史科科长何林说。

一种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

知向何处，不惑于方向；明所从
来，不竭于动力。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于勿忘国
耻中传承红色精神，在磨砺前行中汲
取红色力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万
州人民，同这座城市一起浴火重生，凤
凰涅槃。

面对大战大考，万州人民从未退
缩——

从产业空虚到绿色照明、智能装
备、食品医药、汽车、新材料等产业齐

头并进，从脱贫攻坚战打响到140个
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从战疫情、战复
工、战脱贫、战洪水共克时艰到稳中有
进、持续向好，从一片废墟之城到山清
水秀美丽之城……万州创造了一个个
奇迹，书写了一曲曲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壮歌。

推动科学发展，万州人民从未止
步——

积极实践“一心六型”两化路径，
创新推出城乡“双亮”、农业“双百亿”
工程、打好“三峡牌”、优化营商环境

“双评”等举措，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态
势、更有成效。

谋定未来蓝图，万州人民从未迷
茫——

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等重大战
略，聚焦加快建设“一区一枢纽两中
心”，开启“带头发展、带动发展”的崭
新篇章。

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用历史照亮
前行路。高质量发展路上的万州，正
快马扬鞭、步稳蹄疾。

从磨难中奋起的万州力量
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记者 周志华 尧华燕

短评：

不忘来时路
再铸新辉煌

95 年前，英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
内河航行权和坚船利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

“九五”惨案。
落后就要挨打，发奋才能图强！这是近代中国

的屈辱历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95年来，万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将“九五”惨案的苦难史，化作奋发前行
的斗争史；将心灵深处的惨痛记忆，化作改天换地
的巨大力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写下了独
具特色的万州篇章。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

回首来时路，我们脚步铿锵；再铸新辉煌，我们
信心满怀。

（周志华、尧华燕）

▲95年前，英舰炮击万县城的场景（绘画）。
（重庆市万州区档案馆供图）

▶95年前英舰柯克捷夫号横行的航道，如今
百鸟齐飞，城市美丽如画。（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
记者 冉孟军 摄）

为老党员过为老党员过““政治生日政治生日””

“李树山同志，今天是您的政治
生日，县委政法委党支部向您表示祝
贺和问候。”4月25日，阳信县委政法
委党支部到80岁的老党员李树山家
中为他过“政治生日”。

据了解，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旨在让每名党员牢记党员身份，重温
难忘经历，教育党员守初心、感党
恩。（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树柯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
（通讯员 报道）“警察同志，听说
办理身份证需要本人亲自到
场，可我女儿得了小儿麻痹症，
腿脚不行，现在在滨医附院职
工宿舍居住。我没有车，带着
她去高新区非常不方便，你看
能不能想想办法给她换个身份
证啊？”近日，高新区公安分局小
营派出所户籍室接到韩大叔的
求助电话。

经过了解，韩大叔今年 66
岁，户籍地就在小营，现在和妻
子、女儿住在滨医附院职工宿舍
内，女儿韩某患有小儿麻痹症，
生活无法自理，老两口一直悉心
照顾她28年。近期，韩某二代身
份证即将到期，给就医、报销等
方面带来诸多不便，但无法到派

出所办理身份证。户籍民警了
解情况后，表示到家中为韩某办
理身份证。

4 月 21 日，户籍民警邱建
斌和户籍员孟馨带上相机来到
滨医附院韩某住处，帮助韩某
矫正坐姿，成功采集身份证照
片，并告诉韩大叔身份证办好
后将为其送证上门。韩大叔看
到民警细心周到的服务，紧紧
握着民警的手由衷地表示感
谢。

邱建斌说：“户籍业务做的
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普通，查档
案、开证明、迁户口、办身份证，
但就是这些普通的小事不断地
汇集，让户籍服务的渠道拓宽，
让户籍服务态度优质，真正让群
众感受到温暖”。

小营派出所“流动户籍室”
便民服务送上门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26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其中明确，机关、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等应当带头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节俭安排用餐
数量、形式，不得超过规定标准。
（来源：新华社微博）

立法拟要求公务活动用餐节俭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