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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王建利 报道）博兴县公安局自
2021年 12月 29日启动严打整治

“利剑1号”行动以来，全局上下迅
速行动，全警参战，忘我工作，以雷
霆万钧之势、满弓紧弦之力，取得
了重大打击成果，有力保障了治安
形势持续向好，夺取了今年的首战
首胜。

坚持以打开路、重兵防范，快
速打击现案、精确打击积案、深
度打击要案，打出了声势、打出
了阵势、打出了气势。共破获
刑 事 案 件 80 起 ，刑 事 拘 留 38
人，取保 61 人，逮捕 15 人，起诉
97 人，抓获逃犯 6 名，追缴赃款
赃物折款 156 万余元；查处行政

案件292起，行政处罚490人，打
击成果显著。

强化社会面管控，防范化解社
会公共安全隐患，开展巡逻防控，
清查重点场所，实现警力前置、屯
警街面、动中备勤，提高见警率、管
事率，震慑违法犯罪。共清查旅
馆、网吧和娱乐场所7000余家次，
消除治安隐患300余处。打掉黄赌
窝点11处，收缴管制刀具9个、枪
支21把，收缴烟花爆竹400万余
头，化解农民工欠薪事件24起。

滚动开展道路交通、消防、危
化品、寄递物流等专项排查整治，
紧盯重点车辆、人员、路段，严查

“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
深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突

出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彻底地进行
安全隐患“大扫除”。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6000余起，有力规范
了道路交通秩序。坚持以“九小场
所”为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检查6368家，发现并整改消防
隐患1449处。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会战中，博
兴公安一把手亲自挂帅、班子成员
分兵把口、中层干部带头上阵、一
线民警行动高效，拧紧了责任链
条，形成了打击合力，确保了高效
高质的指挥体系和作战格局。

大兵团作战最大程度盘活所
有警力资源，实行机关单位捆绑派
出所和刑侦、治安、经侦大队包保
各战区机制，缓解了警力不足，提

高了办案质效，用有限的警力释放
了无穷的力量。广大民辅警雷霆
出击、夜以继日、英勇奋战、攻坚克
难，展现出了善打硬仗、能打胜仗
的过硬本领，打出了博兴公安的精
气神。

实行“半月一通报”机制，用数
字和战果看成绩，吹响争第一的

“集结号”，打响走前列的“发令
枪”，形成了抢着干、比着干、争着
干的良好氛围。

发出战前动员令，大力挖掘宣
传行动战果和典型案例，营造震慑
态势，激发了民警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的信心和决心，确保行动深入
人心、家喻户晓，营造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博兴公安严打整治“利剑1号”行动胜利收官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刘孟田 报道）疫情防控背景
下，“关押难”、“提审难”、“面对
面取证难”等各类难题交织，使
刑事检察监督办案工作面临未有
之“难”局。面对该形势，博兴县
检察院积极适应，以创新为引
领，更新理念、探索机制，破疫情

“难”局，实现刑事检察工作全面
提质增效。

创新办案模式，解决
“面对面”提审难题

羁押场所人员密集，是疫情防
控的重点领域，减少人员流动，避
免“面对面”是进行防控采取的重
要手段。但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工作中，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提
审复核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绝
不可能因为疫情省略，而案件办理
更不能停摆。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博兴县检
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率先在看守所
安装视频讯问设备，借助网络技术
远程连线，保证办案、防疫两不
误。在疫情之初，该方法解决了提
审难题，博兴县检察院案件无一超
期，审结率更无降低。

在此期间，博兴县检察院办理
的全省首起涉疫情妨害公务刑事

案件，2天作出批准逮捕决定，7天
提起公诉，两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
认罚，博兴县人民法院完全采纳博
兴县检察院量刑建议，案件提速不
降质。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远程提
审成为检察工作的日常，但在多单
位共用一台设备的情况下，预约
提审就成了“老大难”。特别是
审查逮捕案件，七天的审查期限
根本无法保证每案讯问复核的实
现。对此，博兴县检察院因案而
异，注重对审查逮捕案件的书面
审查，强化讯问必要性，灵活运
用提审讯问与书面听取意见。对
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仅书面听取意见，即检察人员
将相关权利义务告知文书和听取
意见提纲送至看守所，由犯罪嫌疑
人手写书面意见后再转送出来，全
程走纸质程序而人不接触。由此，
检察人员到看守所提审的工作量
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从根本上缓解
了提审难。

此外，博兴县检察院针对取
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远在外地疫区
无法接受讯问的情况，探索了以
微信方式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
视频交流方式讯问听取意见的新
形式。

更新司法理念，全面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
法政策

在疫情防控期间，侦查机关将
犯罪嫌疑人关押到看守所需要履
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和繁琐的检查
程序，“关押难”成为刑事侦查办案
的难题。而“慎押”政策之落实恰
恰可破解关押难题。

为此，博兴县检察院主动承担
刑事诉前责任，发挥主导作用，严
把审查逮捕标准，以“慎捕”的积极
作为，促使公安机关少提请逮捕，
引导公安机关减少刑事拘留措施
的适用，能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
尽量不用羁押强制措施。

疫情防控以来，侦查机关提请
批准逮捕案件人数降低40%，博兴
县检察院逮捕率只有31%。同时，
博兴县检察院结合羁押必要性审
查专项活动，对于已逮捕案件积极
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降低羁押率。2021年博兴县检察
院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变更取保候
审21人，审前羁押率为33.5%，在
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博兴县检察院通过
专题报告等形式，依法向公安机
关、人民法院积极引导、传导其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
策。目前，公安机关对于占基层
检察机关受理刑事案件达 50%
以上的交通肇事、轻伤害刑事案
件原则上不拘留不报请逮捕，客
观上大大降低了提捕率、逮捕率
和审前羁押率。

深入落实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实现刑事检察办案
效率、质量、效果有机统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提高
办案效率，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
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疫情防控以来，博兴县检察院
简化刑事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工作程序，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案件，简化相关文书、简略
相关程序，特别是速裁程序，文书
简要，开庭可以省略法庭举证和辩
论程序，通过视频开庭就可以取得
不错的效果。此外，将是否认罪认
罚作为审查逮捕社会危险性评价
的重要因素，对于真诚认罚认罚的
嫌疑人原则上不批准逮捕，进一步
降低羁押率。今年以来，博兴县检
察院推动认罪认罚适用率达85%
以上，犯罪嫌疑人服判，被害人信
服，有效地化解了矛盾，尽最大努
力修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博兴检察院创新破解疫情刑检“难”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曌 报道）近日，滨州交警紧盯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放松，
以集中整治和日常巡查相结合方
式，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路
段、重点区域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严厉查处面包车超员、货车
违法载人等重点违法行为，创造
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4月23日上午8时许，滨州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北海大队执勤
民警在北海大街沿线路段巡逻执
勤，途中发现车牌为津B6***1银
色货车车厢里面人头攒动，违法
载人8人。执勤民警立即示意该
车停车接受检查。

驾驶员刘某桥交代，他与该
一行人是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
为图方便，且心存侥幸，便用货车
将工人运往目的地。针对其违法
行为，执勤民警对驾驶人进行现
场教育，依法按照驾驶货运机动
车违反规定载人行为进行相应的
处罚，并向同乘人员分析讲解货
车违法载人的危害性，同时要求
驾驶员对车上的工人进行转运。

针对用工单位存在的管理漏
洞，北海大队及时下达隐患整改
通知书，并组织宣传民警走进企
业，通过周边车辆发生的典型事
故案例，为企业负责人和驾驶员
重申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引
导广大驾驶员养成安全驾驶、文
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4月6日下午15时35分许，
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济开发

区大队执勤交警在黄河八路与西
外环交叉路口例行检查时，发现
车号为鲁MJ***8皮卡货车由东
向西行驶过来，货车车厢内违法
搭载了3人，执勤民警遂示意司
机停车接受检查。

驾驶人高某平交代，车上人
员是去附近地点整修树木，为图
省事、走捷径，便用货车将工人运
往目的地。执勤民警对驾驶人进
行现场教育，依法按照驾驶货运机
动车违反规定载人行为进行相应
的处罚，并向同乘人员分析讲解货
车违法载人的危害性，同时要求驾
驶员对车上的工人进行转运。

4 月 14 日，孙某玲驾驶鲁
MV***Z号面包车在博兴县乐安
大街行驶时，被博兴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执勤民警现场查处，该车
核定载客7人，实际载有12人，大
部分为进城务工人员，存在严重超
员违法行为。执勤交警对该车驾
驶人实行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
分的处罚，并严厉批评教育该驾驶
人出现的超员行为，向乘客讲解了
乘坐超员面包车的危害。

4月16日，北海大队在辖区
开展面包车超员专项整治行动。
中午11点半左右，大队工作人员
在对一辆灰色面包车进行检查
时，发现面包车后面的座椅违规
拆卸后，乘坐人员躺在车里，存在
极大安全隐患。大队工作人员随
即要求全部人员下车，并对驾驶
员的违规操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责令立即整改。

滨州交警严查面包车超员等
重点违法行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程磊 肖克 报道）近日，
惠民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联合惠
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执法大
队，对违规占道经营、随意摆摊设
点行为开展整治清理。

整治过程中，民警采取宣传
与整治并举的方式，对占道经营
摊贩、乱停乱放车辆进行清理，向
存在违法行为的商贩宣传相关法
律规定，讲明占道经营、随意停车

对道路通行和城市形象的影响。
民警本着“教育为主、积极引导”
的原则，教育和劝导商贩们合法
经营，不占道、不乱停乱放，在保
护城市环境的同时，保护好自身
以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下一步，惠民交巡警将联合
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对占道经营的
常态化管理，不定时、不定期持续
开展突击整治，保持高压态势，巩
固并逐步扩大整治成果。

惠民交巡警联合城管部门
专项整治占道经营

绿色家园是我家 森林防火靠大家
数据显示，近10年来，约80%的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于3月至6月，其中人为因素占到86%以上。为了

提高大家的防火意识，请收下这份“十不准”防火须知。

■不准烧荒烧垦、烧荒积肥、烧田埂草
■不准上坟时烧纸、烧香、放鞭炮、放孔明灯
■不准在林区吸烟
■不准在野外烧蜂、烧蚂蚁、烧火驱兽和使用火铳枪械狩猎
■不准夜间在林区点火把照明行路
■不准炼山造林或烧木炭

■不准特殊人群及小孩进入林区玩火
■不准见火不报、不救
■不准在林区烤火取暖、生火野炊
■不准破坏森林防火宣传牌、瞭望台（哨）
■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违规用火行为，迅速拨打报警电话12119

滨州市森防指办公室滨州市森防指办公室 滨州市应急管理局滨州市应急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