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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万益康 报道）沾化区司法局
紧紧围绕优化企业法治营商环境，
不断探索创新，先后推出免罚轻
罚、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企业行政
合规指导等三张清单，大力规范执
法行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创新
优化企业法治营商环境。

编制一套“指导清单”，保证事
前合法合规。制定《企业行政合规
指导清单（第一批）》，对企业在安
全生产、生态环境领域高频违法行
为进行梳理，按照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法律依据及违
法责任、发生频率、合规建议的条
目，编制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突出行政指导的实操性，确保企业
可以“学得会、看得懂、记得牢”。
目前已发布了37项企业“指导清
单”。

公布一批“免证清单”，减少事
中流程环节。加大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推进力度，拓展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事项范围，发布《沾化区
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实施清
单（第一批）》，同时在实践中动态
调整，撤销13项，变更1项，全区

共10个单位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涉及的证明事项共124项。
通过沾化区政府门户网站将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办事指南及
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进行公布，方
便申请人游览、查询或下载，提升
群众和企业办事效率。目前，全区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数达
1220件。

落实一张“免罚清单”，推行事
后审慎监管。创新探索实施涉企
包容审慎监管，结合《山东省轻微
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
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021年版）》，按照“认领省级”
“参考市级”“区级新增”模式，编制
形成《滨州市沾化区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
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1 年
版）》，清单共432项，涉及单位20
个。清单实施过程中，注重运用柔
性执法方式，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
主观恶性、情节及危害后果，规范
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保证了
执法公正。截至目前，全区共办理

“不罚轻罚”案件177件，减免金额
185万元。

沾化以“三张清单”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徐瑶 杨凯 报道）“户籍迁
移、重新申领身份证，一共就花了十
几分钟，真是太高效了。”市民梅先
生办完业务后由衷地对记者说。

1月 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滨州市
公安局滨城分局彭李派出所户籍大
厅内，办事群众依然络绎不绝。上
午十点半左右，市民梅先生来到户
籍大厅。记者留意到，梅先生取号、
排队，递交手续、核对无误，发放户
口本，一窗通办、一气呵成，紧接着
拍摄身份证照片。户籍室工作人员
拍摄了多张照片，请梅先生看行不
行，梅先生看了一眼，选中了自己最
满意的一张。

梅先生原先户籍在惠民县，这
次趁着春节放假，就把户籍迁到了
滨城区彭李街道，同时也把身份证
更换了。

和梅先生同样情况的不在少
数。学生小郭今年读初中二年级，
平时学习紧，也是借着假期来办理
了身份证。

彭李派出所户籍民警赵雪莹告
诉记者，这几天户籍大厅业务量一

直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很多市民
都是借着寒假来办理身份证、迁移
户口、办理居住证，像学生就是比较
多的群体。“1月29日全天，办理业
务达到了接近200人次，远超2021
年的平均值”。

据赵雪莹统计，2021年，彭李
派出所大约办理4.6万笔户籍业务；
其中仅身份证业务就达1.2万笔，平
均每天都在30多笔。

作为市委市政府驻地，近年来，
彭李派出所辖区实有人口不断增
加，2021年达到18万人，带来户籍、
身份证、居住证、无犯罪证明等业务
的大量增加。加上，近年来户政业
务放管服改革，很多已经实现了省

内通办、跨省通办。
“户政业务与每位市民息息相

关。所以，我们户籍大厅落实‘全天
候’户籍窗口服务制度，实现全人
群、全业务、全时段办理，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夜间为急
需身份证群众办理身份证，有时就
是彭李派出所户籍大厅家常便饭。”
彭李派出所所长刘书凯说。

2022年1月7日晚9点40分左
右，彭李派出所接到一高中生小刘
的求助电话，称自己的身份证丢失，
而1月8日就是高考生英语听力考
试。

了解情况后，值班民警立即拨
打了户籍工作人员电话，户籍工作

人员接通电话后，立即赶到了户籍
大厅，在核对完信息后，为小刘办理
出临时身份证明。考虑到第二天考
试，为了给丢失身份证件的考生第
一时间提供帮助，户籍工作人员决
定当晚在户籍大厅继续值守。果不
其然，当晚又帮助2位考生开具临
时身份证明，保证他们顺利进入考
场参加考试。

忙碌的不仅仅是户籍大厅。
110值班、社区民警都在各自战线
上。

临近年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都是易发高发期。今年1月12日至
3月31日，我市全域全时段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所以，反电诈宣传和禁
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也成为了
这些天碧桂园社区民警刘雅婷忙碌
的重要工作。

1月30日上午10点，刘雅婷来
到田园牧歌小区。一到小区门口，
她就与物业值班人员聊起来，询问
这几天有没有看到居民购买和燃放
烟花爆竹，向进出小区的市民发放
反电诈宣传单，走进周边商铺，向群
众讲解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相关规
定。

春节期间，彭李派出所昼夜亮灯，
人不离岗，全天不打烊，守护辖区居民
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滨城公安彭李派出所：

全天不“打烊”守护群众平安过春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张锦程 耿婷婷 报道）春
节期间，滨州公安机关始终坚持最
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举措，最优
形象，超前谋划，多线作战，深入开
展各项春节安保工作，广大公安民
警辅警全警全力、全力以赴，确保了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节日
期间，全市共接报有效警情 3855
起，刑事警情同比下降70%。

节日期间，滨州公安强化社会
面治安防控，实行公安武警联勤武
装巡逻一线勤务、社会面一级巡防
勤和环京检查站一级查控勤，每日
投入警车500辆次、巡防警力1732

人次，加强对重点部位、商业繁华
区、公园景区、公共交通站场的定点
守卫、动态巡逻和安全督导工作。
严格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
确保一旦发生重大警情，能够快速
反应，有效处置。

节日期间，举国同庆北京冬奥
会，滨州公安守好环京护城河，站好
首都忠诚哨，全力保障冬奥安保工
作顺利进行。滨州两处公安检查站
启动一级勤务，出动警力1480人
次，警车152辆次，抓获逃犯2人，
查获管制刀具12把。

群众安心过大年，疫情防控不
放松。节日期间，滨州公安推动落

实省指挥部联防联控措施，市联
防联控与社会稳定组深入县市区
加强社会面防控工作的督导落
实。坚持科学精准防控，确保排除
风险。

为确保群众安心过节，全市公
安机关节前组织开展社会治安起底
式大清查大整治，全市排查整治宾
馆1021家、加油站253处、足疗洗
浴场所 82 处、寄递物流网点 192
家，发现隐患170余处，抓获违法犯
罪人员17人。深入推动二手车非
法交易及移动污染源集中整治百日
会战，严查黄标车、报废车、排放黑
烟车等重点车辆。开展交通违法大

整治，启动交警执法站13个，出动
警车630辆次，警力1.7万人次开展
网格化巡防，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和道路长距离长时间拥堵问题。

强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查处工
作，分片包干，囤警路面，快速反应，
不间断开展巡逻查控。全市公安机
关投入警力7450余名，车辆1500
辆次，动员社会力量2.2万余人次。
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买卖烟花爆竹
行为，共查处涉烟花爆竹行政案件
65起，行政拘留30人，行政罚款20
人，收缴烟花1886箱，爆竹67.3万
余头。

春节期间滨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全市共接报有效警情3855起，刑事警情同比下降70%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报道）近日，无棣警方经过20多
天的缜密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贾
某勇，破获盗窃挖掘机柴油、蓄电池
系列案件20余起。

2021年下半年以来，无棣县车

王镇、水湾镇等镇陆续发生挖掘机
柴油、电瓶被盗案件。

案发后，无棣县公安局立即成
立专案组攻坚破案。经对多个案
发现场进行勘查发现作案手法一
致，立即开展串并侦查。经过近3

个月的调取监控、走访摸排，锁定
了贾某永具有重大作案嫌疑。1
月 19 日凌晨 1时许，蹲守民警将
正在作案的贾某永当场抓获，现
场缴获挖掘机蓄电池 2 块，柴油
150余升。经讯问，贾某永对盗窃

挖掘机柴油、蓄电池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贾某勇已被无棣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无棣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件20余起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报道）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蔓延势头，切实提高
辖区内群众的识骗、防骗意识，近
日，惠民县开展警民联合反电信诈
骗敲门行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从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常见的电信诈骗犯罪手段、接到陌
生来电该怎么办、安装国家反诈中
心App等多个方面，通过以案说
法、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演示的方
式，向群众普及了防范电诈的常识
及App的安装使用流程，并劝导

群众将防骗常识和App程序向亲
友和同事传递，高度重视电信诈骗
防范工作，警民同心，让犯罪分子
无处下手，筑牢防范电信诈骗的

“防火墙”，在辖区内形成防骗反诈
的长效机制。

此次警民联合反电信诈骗敲
门行动，向群众多角度、多维度
普及反诈防骗知识，增强了群众
的识骗、防骗能力，切实营造了
警民携手、全社会共同参与防范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良好
氛围，从源头上消除了电信诈骗
风险。

惠民开展警民联合
反电信诈骗敲门行动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近日，惠民县
姜楼镇禁毒办开展春节禁毒宣传
活动。

活动中，姜楼镇禁毒办、司法
所联合派出所民警走进姜楼镇大
集，通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宣传
品、现场解说等形式，向群众介绍
毒品知识、讲解毒品危害及常见
毒品的辨别方法，号召全民提升
禁毒意识，参与禁毒斗争。（滨州
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侯洪蕊 李宁
姜姗姗 摄影）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
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下称《意见》），聚焦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弱
项，明确了检察工作思路、方向、举
措和要求。

《意见》明确，依法严惩破坏黄
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犯罪，形成有力
法律震慑。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
能，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
非法采砂采矿、破坏水土保持等
危害河道安全犯罪，以及污染环
境、盗伐滥伐林木、滩涂围垦、乱
占草原林地耕地、非法捕捞狩猎
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探索建立
对严重破坏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
类刑事案件优先办理、快速处理、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工作机
制。加强与纪委监委的协作配
合，认真审查办理国家工作人员
涉嫌在黄河安全、水资源保护、环
境污染防治、环境监管过程中的贪
污贿赂、渎职案件。注意发现环境
资源案件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及
时移交查处，促进依法履职。

《意见》规定，加强涉黄河流域
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监督，维护法律
制度刚性和权威。常态化开展破坏
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
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及时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监督侦查机关及时立案
侦查，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
罪不究、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等问
题。加强环境资源案件刑事侦查活
动监督，引导侦查取证，有效解决收

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合法，侦查质
量不高等问题。加强刑事审判监
督，对事实认定错误、定性错误、量
刑明显不当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
抗诉，防止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量刑
不当、罚不当罪。

《意见》要求，深入开展“携手清
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坚守
黄河安澜底线。加强与沿黄九省
(区)河长办、水利等部门的协作配
合，推动“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
河”行动常态化、规范化。将联合
整治范围从乱占、乱采、乱堆、乱
建等“四乱”问题，拓展到其他河
湖治理乱象，综合发挥各项检察
职能作用，保障河道和滩涂综合提
升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意见》强调，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常态化，净化高质量发展社会生
态。严厉打击沿黄地区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深挖破坏
黄河环境资源问题背后的“关系网”
和“保护伞”，着力提高办案质效。
对于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发现的涉
及滥用职权、利益交换、收受贿赂等
违法违纪案件线索，依法及时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坚持打、建、治
并举，围绕黄河流域涉黑涉恶犯罪
易发多发的矿产资源、建筑工程、交
通运输、商贸市场、非法借贷等重点
行业领域，深入分析犯罪原因和监
管漏洞，有针对性地帮助行业主管
部门及基层组织研究完善涉黑涉恶
犯罪防范对策措施。

（来源：新华网）

最高检：依法严惩破坏黄河安全和环境资源犯罪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报道）近日，无棣县人民检察
院通过办理一起国有财产保护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案件，成功追
回流失国有资产30万元。

据了解，2013 年至 2014 年
间，无棣县安林牧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李某某通过编造虚假申报
材料的方式，骗取了发展农村现代
流通服务体系专项资 金 30 万
元。2016 年无棣县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渎职案件时发现该犯罪
事实，并以李某某构成滥用职权
罪（共犯）、行贿罪向无棣县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判处李
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2017年，无棣县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在排查公益诉讼线

索时发现，李某某虽被判刑，但
其骗取的30万元未能追回，致使
国有专项资金一直处于流失状
态。同年9月，该院向无棣县财政
局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追回上述被骗取资金，同时引
导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与县
法院行政庭积极沟通促成分期履
行和解。近日李某履行完最后一
期缴款义务，将骗取的专项资金
30万元全部上缴，流失的国有资
产悉数追回。

无棣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行
公益诉讼职责，依法监管保护国有
资产，作为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代
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为防止国有财产损失贡献检察力
量。

成功追回流失国有资产30万元

无棣县检察院
“亮剑”国有财产保护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公司财务章（2）丢失，编号：
3723010016334，声明作废，

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邹平安泰物流有限公司鲁

M88113(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371626801991，声
明作废。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秩序安全、有序、畅
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现将加强阳信县温店镇中心大街停车秩序管理通告如下：

一、机动车辆在施划的停车泊位内顺向依次停放。
二、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停车位外禁止停放机动车。特种

车辆(如垃圾清运车、专用工程抢险车)工作期间除外。
三、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在停车泊位内设置障碍影响车辆

停放。
四、禁停路段：温店镇中心大街（东至冯楼大桥、西至乐胡路

温店镇中学路口）
五、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停车，安全文明

出行。
六、对上述路段违反规定停放的车辆，公安部门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七、本通告自2022年2月17日起施行。

阳信县温店镇人民政府
阳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22年2月9日

关于加强阳信县温店镇中心大街
停车秩序管理的通告

禁毒宣传进集市禁毒宣传进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