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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棣县检察院建章立制助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4 起取保候审久拖未决案件全部办理完毕，群众满意度达 98.7%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康
曌 通讯员 王慧 报道）
“在教育整顿
期间，我们通过自查，查出了 4 起取
保候审久拖未决案件，其中一起 13
个月未办结。对此，我们在深入分析
原因、研究对策的基础上建立了解

决机制。目前，4 起案件已全部办理
完毕。”11 月 12 日，无棣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罗振华向记者介绍了该院
在教育整顿工作中整治顽瘴痼疾等
问题的做法。
无棣县检察院坚持政治教育、
党史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融合
推进，通过开设“检察夜校”
、党性教
育等多种形式，引导全体干警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激发查纠整改的
内生动力，为顽瘴痼疾的整治打下
了坚实基础。
“ 检察夜校学习之外，
我每天晚上都坚持自学，到现在笔
记已经记了三四本了，更加认识到

学习教育是先导，只有思想上的‘结
’解开了，查纠整改的行动才会更加
坚定。”谈起学习教育的心得，该院
第一检察部员额检察官张艳峰这样
告诉记者。
针对纪律作风、财务管理、
“六
大顽瘴痼疾”等方面查纠的 102 项
问题，无棣县检察院通过召开党组
会、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深入分析原
因，对症施策，共建立修订各项制度
12 类 223 项。
“ 张某某等人强制猥
亵、侮辱罪一案久拖不决，主要原因
是案件办理期间承办人岗位变动造
成的。由此，我们建立了案件管理部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 （通
讯员 田钊硕 王慧 报道）“自从安
上太阳能路灯之后，晚上开车出
来的时候视野更宽广了，啥事儿
也能看到了，尤其是对上夜班的
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园；实施万米冬枣长廊建设工
程 ， 建 设 位 于 G340、 G516 沿 线
两侧的万米冬枣长廊，全面提升
旅游采摘品质、档次，打造极具
特色的冬枣景观带；实施齐圈路
口改造提升工程，栽植迎客松、
百日红、冬青球等景观苗木，打
造占地 3000 平方米的高标准绿化
带，建成连接沾化经济开发区城
东园区与城北园区的绿色交通枢
纽；实施沾化东高速口环境提升
工 程 ， 建 设 占 地 面 积 700 平 方 米
的花坛、节点建筑物，配置景观
绿植，扮靓沾化高速东出口；实
施国省道全域亮化工程，在

G340、G516、南外环、东外环等
道 路 两 侧 新 安 置 太 阳 能 路 灯 400
余盏，配置高标准 LED 灯箱，点
亮富源街道门户通道。
“开展此次全域环境提升行
动，目的是确保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路域环境整洁有序、农村环境
明显提升，并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
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基础。下一步，我们街道将聚焦乡
村振兴，不断探索实践，凝聚合力
实干，激发强大活力，全方位提升
辖区环境，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该街道党
工委书记郭良询说。

北城英才学校持续推进校园法治教育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李宝华 卜祥丽
报道）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教
育目标，培养中学生法治意识和法

制观念，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
乐于交往、阳光健康的新时代中学
生，近日，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举行
法治报告会，邀请滨北派出所李茂
财警官作法治教育专题报告。
李茂财针对近年来发生的校园
欺凌事件及其重大危害性，从法律
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严肃提出

了依法解决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
同时，针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现
状，李警官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了国
家新修订的《刑法》，告诫同学们时
刻要以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真
正做到远离违法、犯罪，做一名遵纪
守法的好公民。
活动当天，该校王艳霞老师还

围绕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变化作了
专题报告，主要从什么是早恋、早恋
的危害及如何正确处理早恋问题等
几方面，对青少年青春期的成长心
理进行调整和疏导，号召全体同学
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树立远大
理想，做好人生规划，为将来走上社
会打下坚实基础。

市政府“开门写报告”——邀请您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

2021年11月16日至12月15日，
为期一个
二、征集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新旧动
能转换、
产业升级发展、
重点项目建设、
科技
创新、
双招双引、
改革开放等内容。
（二）民生改善方面。主要包括就业创
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养老、文化体
育、
社会安全、
交通出行等内容。
（三）城乡建设方面。主要包括城镇发
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综合管理、
乡村
振兴、
公共服务、
农村人口市民化等内容。
（四）政府自身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
府职能转变、
优化营商环境、
依法行政、
效能
提升、
勤政廉政等内容。
（五）民生实事方面。主要包括需要政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伊菁 报道）今年以来，沾化
区公积金管理部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归集扩面工作不断取得新成
效。据统计，截至 10 月底，该管理
部共归集 2.47 亿元，创历史新高，
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归集任务。
今年 1-10 月，沾化区新增公

积 金 缴 存 单 位 94 家 ，同 比 增 长
91.83%，缴存职工突破 2 万人，新
增灵活就业人员 353 人，发放住房
公积金贷款 8935 万元，同商业银
行住房贷款利率相比，每年可节省
职工贷款利息支出 300 余万元，切
实将公积金福利政策落实到每一
位职工。

博昌街道加强市场环境整治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改、逐一落实，同时集中清理违章
讯员 卢镜伃 报道）11 月 8 日至 10
搭建、占道经营等问题，强力落实
日，博兴县博昌街道针对西谷王农 “门前三包”责任制，严格加强背街
贸市场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全国文
小巷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明城市创建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此外，该街道充分整合资源，
效。
通过宣传栏、广播、微信群等方式
该街道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
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真正将群
组，联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西谷
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共建美好
王社区对该市场开展拉网式排查， 幸福家园。
针对存在的问题逐一督导、逐一整

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同时，志
愿者们还帮助整理“希望小屋”的
环境卫生，详细了解孩子们的生
活及学习情况，并引导孩子们养
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开展
形式多样的儿童关爱活动，帮助
孩子们在快乐健康的氛围中健康
成长，激励他们以积极向上、自强
不息的精神勤奋学习、成长成才。

孙武街道第二小学
加强师德师风警示教育

致全市市民的一封信

月。

场讲解相关安全知识，引导各企
业、员工持续加强冬季安全管理工
作，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文哲
摄影）

沾化公积金管理部1-10月
归集2.47亿元创历史新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寇慧超 巩增静 报道）
近日，惠民县何坊街道团工委、民
政办、扶贫办及各联村志愿者开
展了“关爱儿童·温暖过冬”志愿
服务活动，为“希望小屋”的受助
儿童送去了电暖器，确保孩子们
温暖过冬。
每到一户，志愿者们将电暖
器送到家长手中，现场讲解使用

11 月 14 日，在邹平市韩店镇
西韦村麦田里，大片大片的麦苗
长势喜人。今年“三秋”生产期
间，该镇严格落实《2021 年邹平
市小麦冬前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指导农民加快整地适墒适量抢
播，
确保冬小麦种得上、
种得好。
同时，为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该镇专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帮助农民解决冬小麦管理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据介绍，今
年韩店镇冬小麦播种面积 5.24 万
亩，目前已进入分蘖期，长势良
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霍
广 刘梦平 摄影）

一、征集时间

近日，滨州工业园工作人员深
入祥和家纺、友泰科技、中润纺织
等辖区各企业，积极开展防范一氧
化碳中毒宣传活动，累计发放相关
宣传教育材料 4000 余份，悬挂宣
传教育警示条幅 40 余条，并在现

何坊街道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加强农业技术指导
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各位市民朋友：
为加强政民互动，倾听群众心声，汇聚
民智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一步增强政府
决策透明度。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面
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实行“开门写报
告”。热忱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谋滨
州未来发展大计，
为滨州发展建言献策。

强化安全教育宣传工作
全面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门和办案部门‘双预警、双督促’机
制。”该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高磊介绍
说，
“ 同时，我们将每年七月份定为
结案攻坚月，取保候审案件‘超期’
问题已经杜绝了。
”
从顽瘴痼疾整治“回头看”来
看，无棣县检察院顽瘴痼疾已全部
整改，干警精神面貌不断改观，办案
质效进一步提高，刑事“案-件”比
1.04、案件审结率 74.27%、不捕率
45%，群众满意度达 98.7%，均位居
全市前列，同时涌现出“全省扫黑恶
专项斗争优秀个人”等一批先进典
型。

富源街道“五项工程”
加快推进全域环境提升
事情，一些安全隐患也尽可能地
避免了！”沾化区富源街道张王村
的村民张建山说。
为进一步提升街道全域环
境，增进民生福祉，今年富源街
道总投资 1720 万元开展全域环境
提升行动，实施富源公园建设、
万米冬枣长廊建设、齐圈路口改
造提升工程、沾化东高速口环境
提升、国省道全域亮化等五项重
点工程。
实施富源公园建设工程，建
设占地面积 4800 平方米，打造集
党建、法治、精神文明、休闲、
生态、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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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解决的民生实事、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既可以回顾过去，围绕 2021 年及过去 5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也
可以立足当前，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
高品质生活提出意见建议；还可以展望未
来，围绕对即将到来的 2022 年及未来五年
的期盼希望提出意见建议。
三、参与方式
（一）发送电子邮件（邮箱：sfbxxgk@bz.
shandong.cn，
邮件标题请注明
“我为《政府工
作报告》建言献策”
）。
（二）写信（地址：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
开科，黄河五路 385 号，请在信封左下角注
明
“我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
）。
（三）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进入意见建议
栏提出意见建议。
四、注意事项
（一）紧扣滨州发展实际，
直奔主题。
（二）意见建议条理清晰，
突出重点。
（三）注明联系方式，
方便联系沟通。
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6 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刘风林 报道）11 月 15 日，惠
民县孙武街道第二小学开展师德
师风警示教育活动。
该校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了师
德师风真实案例、法律法规，同时
对照反思，进一步提高师德修养，
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不碰法律红
线，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深刻

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担当的
职责和使命。
近年来，该校始终把师德师风
警示教育工作放到首位，多措并举
引导广大教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
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持续提升，
努力做好“四有”老师，助力广大学
生健康成长。

临池中心小学 2017 级学生
积极参加教育实践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 员 李 燕 报 道）11 月 9 日 至 12
日，邹平市临池镇中心小学 2017
级学生前往礼参教育实践基地，开
展为期四天的教育实践活动。本
次活动主要通过学生参与、合作互
动、让学生们学习一种技能、尝试

一种创新、感受一段经历、体验一
回成功，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下一步，该校将继续开展此类
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团结协
作、吃苦耐劳、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的精神，
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大孙小学 3-11 岁学生
全部接种新冠疫苗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宋红云 报道）近日，孙武街道
大孙小学组织 3-11 岁学生接种新
冠疫苗，该校领导班子以及各班班
主任维持现场秩序，顺利完成该年
龄段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
该校提前制订疫苗接种方案，
并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对学生
疫苗接种工作进行严密部署，确保

安全有序进行。同时，该校通过转
发《致家长的一封信》，做好疫苗接
种科普宣教，消除家长顾虑，稳步
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该校学生疫苗接种工作的顺
利完成，为全校疫情防控工作筑起
坚固防线。下一步，该校将继续做
好全校师生个人卫生健康防护工
作，持续为师生健康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