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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安全检查开展安全检查
守护群众平安守护群众平安

5 月 1 日，滨州市海域进入伏
季休渔期。连日来，滨州市公安
局海岸警察支队埕口派出所组织
民警实地走访渔港、码头、停泊
点，见人见船，细致做好渔船民信
息核查工作，确保“船进港、人上
岸、网封存”。

与此同时，民警不断加强停
泊点安全检查，积极消除盗窃、火
灾等隐患，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对上岸渔民，他们采取“面对面”
与“点对点”的方式向渔船民详细
解读伏季休渔的相关政策，教育
引导渔船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严防走私、偷渡、违法捕捞等违法
犯罪活动发生。（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蒋惠庆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王新颖 报道）“16年之久
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非常感
谢邹平法院给予的帮助……”近日，
邹平市西董街道办事处将一面印有

“辩法析理凝共识 助力攻坚促发
展”的锦旗送到了邹平市法院，对法
院帮助其化解多年征迁难题表示感
谢。

今年以来，邹平市实施“城市出
新出彩”工程，建设高品质现代化城
市。邹平市法院树立服务思维，“跳
出法院看法院、跳出法院干法院”，
重点围绕城市建设管理中的难点问
题，主动靠前、积极作为，以法治途
径解难题、办实事，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
在西董街道某居民起诉的房屋

买卖合同案件中，党组书记、院长亲
自调度，多次到现场分析研判，分管
副院长带领承办法官相继到邹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不动产登记中
心对土地性质进行了解，与西董街
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共同分析利
弊，制订协商调解方案。随后，对
原、被告进行释法说理，从厘清法律
关系、明确拆迁利益等方面进行耐
心疏导，最终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撤诉。占据邹鹤路雨污管网道
路的该处房屋及地上附属物全部拆
除，困扰西董街道办事处16年之久
的征迁难题顺利解决，实现了政治

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效
果”的有机统一。

坚持司法为民，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2年
4月，邹平市法院依法受理高某某、
周某某等申请的6起劳务纠纷执行
案件，被执行人均为神龙酒业。因
该案件涉及黄山街道鹤伴二路征迁
工作，邹平市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快
速成立专班，高效开展执行工作。
执行法官查阅相关案件卷宗，多次
到黄山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经研
判案情，神龙酒业确有490万元拆
迁款因欠两家企业借款先行被冻
结，6名职工因合法权益未实现，阻
挠拆迁。案件涉及神龙酒业、2个

债权人企业、职工等4方权益。邹
平市法院从大局出发，经多方协调，
各方一致同意从拆迁款中优先支付
6名职工工资61万元，余款由两家
债权人企业按比例兑付。案件的妥
善处理，有力维护了债权企业及职
工的合法权益，确保了道路征迁工
作顺利开展。

下一步，邹平市法院将突出有
解思维，坚持“依法有法办、有法依
法办”理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压实责任担当，强
化司法服务保障，以对事业负责、对
人民负责的态度，全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法治途径破解城市建设中的难题

邹平法院积极服务“城市出新出彩”工程

4月29日，滨州市公安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沙河派出所成立百
川“枫警”服务队，延伸户籍窗口服
务触角，主动为辖区“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把温暖
送到群众“心坎上”。

户籍连着每个人的一生。沙河
派出所将户籍窗口“小阵地”作为展示
党建工作成效的“大平台”，注重窗口
党员的政治淬炼和业务能力提升，不
断强化理论学习、增强服务意识、规范
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始终把群
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第一
标准，聚焦“服务不缺位”，全力践行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和水

平，积极践行传承“枫桥”精神，沙河
派出所户籍室结合辖区户籍业务呈
现季节性特征、留守老年人居多等

实际问题，按照队伍专业化、人员多
元化、服务精准化的目标，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组建起一
支为民办实事的户籍服务队，孵化
出户籍中的“110”。

服务队由户籍室、110巡逻队、
社区民警辅警组成，通过户籍民警、
社区民警辅警在工作中发现、群众
求助或通过各村户管员等渠道获取
服务对象，由服务队启动服务程序，
为辖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孤寡
老人、残障人士和外来务工人员及
其他情况特殊人员“送服务”。

同步搭建由服务队与村居户管
员等组成的微信群，实现预约办理、
公布户籍政策等，户管员的加入也
有效解决了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困扰，实现户籍服务24小
时不打烊，真正实现“数据多走路，

群众少跑腿”。
在服务队成立当日，就接到辖

区前游村“联络员”求助。84岁的
村民游某其孙子入党，需开具老人
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户籍室得知情
况后，立即启动服务程序，与当事人
核实相关信息，随后将开具好的证
明第一时间为老人送去。

4月30日上午，沙河派出所户
籍室接到辖区某单位实习生赵某的
电话，称明天要回济南了，因值班无
法去派出所取证，问能不能直接将
前期办理的身份证邮寄到济南的学
校。户籍民警王晴晴细心地考虑到
因为疫情影响，快递可能无法正常
派送，所以决定送证上门，并在配合
疫情防控措施下，当日顺利将证件
通过不接触方式送达至赵某的实习
单位。

游百川，字汇东，号梅溪，清朝
滨州沙河人，是滨州十大历史文化名
人之一。世人评价其“激浊扬清，乱世
贤吏”，其精神广为流传，“百川”二字
应运而生。沙河派出所所长马志伟
说，百川“枫警”服务队寓意我们的服
务队要如海纳百川一样，让服务更有
广度和宽度，更具生命力。

近年来，沙河派出所在优化服
务质效、简化业务流程、拓展便民措
施上不断出实招、求突破，擦亮为民
服务“幸福底色”。今年，沙河派出
所精心打造了户政“五件套+”服务
套餐，推行特殊服务、上门服务等服
务举措，灵活办理群众疑难问题。
举措推出以来，办理不见面事项9
件，跨省通办事项3件，上门帮代办
事项12件，特事特办事项3件，服务
群众180余人次。

百川“枫警”服务队把服务送上门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派出所成立户籍“110”，主动为辖区

“老弱病残孕”等提供上门服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颜红兵 罗易

穿上法袍，她是法官，用实际行
动践行“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理念；
换上隔离服，她是防疫一线的志愿
者，以“疫”为令，逆行出征，成为辖
区群众的温暖守护者。她就是阳信
县法院温店法庭副庭长秘秀英。

3月的这场疫情“倒春寒”，阳信
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县区。秘秀
英也被封闭在县城最西边的温店法
庭。

但疫情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秘秀英照常穿好了法袍，通过互
联网庭审系统，在线审理张某与李
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能否听
清？”空荡荡的审判法庭随着庭审的
进行不时地出现回声。2018年 1
月，张某经案外人王某介绍，向李某
借款63000元，借款期限两年，经多
次催要，张某拒不还款。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容易，双
方是否有调解意向？”在秘秀英的耐
心劝解下，双方重新达成了还款协
议，案件调解结案。

“这个案子，是疫情之前就已经
排期开庭的案件了，这次疫情严重，
大家都很焦虑，越是尽早结案，就越
能减轻老百姓的心理负担。”秘秀英
说。

翟王镇，是此次疫情的高风险
区，也是秘秀英所在的温店法庭的
辖区。她记不清多少次到翟王镇现
场调查、送达法律文书。“翟王是我
们的法庭辖区，我想多出一份力。”
在法院召集赴翟王镇支援的志愿者
队伍时，她踊跃报名。

3月23日，她成为法院派往高
风险区12位志愿者中的一员。她
说：“辖区群众这个时候最需要帮
助，我要和他们并肩作战。”

物资派发、逐户核酸检测、样本

收集、数据统计分析……她把从事
法律工作的细致带到了抗疫一线。
目睹了走村入户的志愿者话没说完
歪头睡着，年长老法官的父亲去世
却不能回家奔丧，志愿者30天睡行
军床、衣服在隔离服里被汗水浸透
等种种不易，她自费购买了近万元
的医疗和生活物资捐献给一线工作
人员，还主动承担起了为驻村志愿
者送餐的工作，7个村18位志愿者，
一日三餐，准时准点。

在基层法庭工作了19年，秘秀
英几乎每日从县城往返，每日都要
穿村入户去调解，她从未觉得辛
苦。“我是老百姓家的闺女，知道他
们的不容易。我们多跑路，多做调
解工作，老百姓的纠纷就能得到化
解，乡情亲情就能得到延续，这多有
意义啊！”

2013年的春天，秘秀英审理了
一起赡养纠纷案件，父亲起诉儿子
要求支付赡养费，儿子也同意支付，
但因为长期的磕磕绊绊，儿子甚至
不愿意和父亲打照面，更不愿意每
个月送钱上门。

后来，秘秀英就当起了这个中
间人，老人的儿子每个月20日前把
赡养费转给秘秀英，秘秀英再把赡
养费送到老人手里。从2013年到
现在，她收到了132笔汇款，也如数
转交了132次。她说这是被告对父
亲的承诺，对法律的敬畏，也是对她
的信任。

她说，志愿者的经历，于她而
言，不止是参与不止是付出，更多的
是感动，以及由感动带来的工作动
力。她会带着更丰沛的群众感情回
归法庭，守好人民法官公平正义的
生命线。

阳信县法院温店法庭副庭长秘秀英：

“做好志愿服务，我想多出一份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尹晓宁

公安部公布五类
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新华社北京5
月11日电（记者熊
丰）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已成
为发案最多、上升
最快、涉及面最
广、人民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犯罪类
型。公安部11日
公布五类高发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
进一步提升广大
群众识骗防骗能
力水平，有力震慑
违法犯罪分子。

公安部公布，
刷单返利、虚假投
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
服、冒充公检法 5 种诈骗类型发
案占比近 80%，成为最为突出的
5大高发类案，其中刷单返利类诈
骗发案率最高，占发案总数的三分
之一左右；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涉
案金额最大，占全部涉案资金的三
分之一左右。

警方提示，刷单行为涉嫌违法，

凡是需要先行充值或垫付资金的刷
单行为都是诈骗；投资理财需谨慎，
警惕虚假投资理财网站、App；任
何声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
率、放款快”的网贷平台都有极大风
险；接到自称电商、物流客服电话，
务必到官方平台核实；自称公检法
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要求把钱款
转到“安全账户”的一定是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