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 7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孟子 张婵
电话：3186761

有警察梦的男孩子很多，女孩
子较少，李晓娜就是其中一个。

2013年警校毕业后，李晓娜就
一直在彭李派出所从事社区警务工
作，有着近10年的“片儿”警工作经
历。

片警的工作听起来不大，但遇
到的事情一点也不小。刚参加工作
一年，正在值守110的李晓娜接到
了建筑工地的一起报警，几名工人
因为工程上料、装料问题产生多次
摩擦已持续月余，双方争执不下，最
后竟大打出手。调查清楚情况后，
双方虽懊悔不已，但违法事实既定，
李晓娜依法对双方都进行了处罚。
建筑工地很快恢复了秩序，但这件
事却成了她心里的疙瘩：无论是赔偿
还是拘留，对这几名务工人员来说，
都是很大的损失，如果能早发现、早
干预，就不会引发后续的案件。

李晓娜突然感慨：“社区警务是
把群众期待回应在早、把矛盾问题
处置在小的前置警务！”从此，她认
领了自己的一方“责任田”，把这几
平方公里的社区跟自己的警察人生
深深捆绑在了一起。

社区警务里几乎每天都有鸡毛
蒜皮的小事发生。噪音、养狗、邻里
纠纷、家庭矛盾……应接不暇的同
时，还常常让李晓娜陷入窘境。

“很多都是民事领域的问题，我
这个警校生，感觉一股子劲使不
上。”李晓娜说。她一边恶补法律知
识，一边想方设法找“帮手”。

一次，某小区因物业费缴纳产
生分歧，业主和物业各说各理，久拖
不决。李晓娜突然想到让律师一起

参与调解。律师根据法律条文分清
事实、摆明规定，又给出了迅速解决
问题的途径，引导双方进入速裁程
序，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双方也十
分信服。

这让李晓娜一下子尝到了甜
头。回到所里，她主动提议、积极争
取，与辖区3家律师事务所联合开展

“警律联调”。不仅如此，通过办事
处的组织，妇联、心理健康辅导、司
法、法院、法律顾问等司法、行政、社
会力量，都与社区民警建立了合作
机制，成为她调处矛盾的搭档。

截至目前，李晓娜能直接联系、
调用参与调解的力量超200人，经
他们参与的矛盾纠纷，没有一起转
化为治安、刑事案件。

在同事们眼中，李晓娜是个爱
琢磨的人。用李晓娜自己的话说就
是不能“就事论事”，要举一反三。

疫情防控期间，李晓娜在监督检
查时，发现某宾馆存在住宿登记不统
一的情况。正准备对宾馆当场处罚，
却听到了前台工作人员的抱怨。

原来，宾馆所在的大楼是个综
合写字楼，上面几层已对外出租，而
宾馆正门是大楼的一个进口，每天
进出人员十分复杂，确实存在住宿
登记不便的情况。随后，李晓娜按
照处罚最低标准对宾馆给予200元
罚款，同时她要求把宾馆防疫岗前
置5米，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
明确来人是否住宿，从源头解决不
如实登记的情况，帮助经营者找到
了不再被处罚的办法。从此，该宾
馆再也没有出现过违规操作。

防疫岗前置的这5米，一下子打
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隔
阂。“我们也可以一罚了之，但处罚
并不是目的，我们更有责任帮着解
决问题。”李晓娜说。

她的心思不仅用在执法服务工
作，也体现在警务运行机制上。为
了让一线警务工作更高效，她在上
级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引入
科技元素，促成“警务联动”板块上
线办事处“彭小李”程序，全程参与

“智慧派出所”和安防小区建设，全面

完善了物联前端设备全覆盖、管控
检查标签化汇总和无纸化办公，实
现了基层警务的智能感知、异常即
警、一键归档，最大限度将基层民警
从繁琐、重复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
来。现在，李晓娜片区中零发案小
区占比近九成，可防性案件同比下
降37%，特别是电信诈骗案件下降
超一半。

说到彭李派出所，就不得不提全
市第一支专职社区警务队——木兰
警队。这支由8名警花组成的年轻
队伍，已经成为滨州基层社会治理的
靓丽名片。从一开始参与组队，到现
在担当起队长的职责，李晓娜的成长
离不开木兰警队的陪伴，木兰警队的
成长更少不了李晓娜的参与。

赵凯迪是今年刚充实到木兰警
队的一名新警，社会经历和工作经
验不足，处理复杂问题有时十分吃
力。一次，她接手一起邻里纠纷，楼
上楼下因为噪音问题屡次争吵。事
儿不大，却让赵凯迪犯了难，她多次
实地调查，先后两次主持调解，始终
无法让双方达成统一意见，一时不
知道怎么办，就找到李晓娜“取经”。

李晓娜听后，从事实分辨、事件
定性、法律规定、沟通技巧等几个方
面一通分析，让整个事件的处理豁
然开朗。在赵凯迪第三次参与调解
后，邻里双方果然握手言和，再也没
有产生摩擦。

怎么带着新警尽快适应工作，
李晓娜也总结了一套方法：“来到木
兰警队第一课就是划定‘两条线’，
一条是法律禁止，坚决不为；一条是
法律规定，必须作为；而中间部分，
是个看能力、看素养的良心活儿，要
带着能时时共情的同理心。”

说起她的大愿望，李晓娜信心
满满：“社区警务是整个警务工作的
基石，其他的工作都离不开它，我会
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滨城公安分局彭李派出所三级警长李晓娜：

用心编织社区平安网的女片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徐瑶

滨城区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上
级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
治方向，始终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推
动党建与检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

“围绕中心抓业务、抓好党建促检
务”的局面，有力保证了党的初心使
命落实到检察工作中。

聚焦“两个维护”统领
融合

坚持以政治学习统领发展。滨
城区人民检察院牢牢把握第一方阵
的政治站位，研究确立党建业务“形
成合力、系统推进、打造亮点”的工
作思路，争创“学习型检察院、学习
型检察官”，启动青年干警理论提升
工程，成立青年研习社。今年以来，
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支部、党小
组学习以及政治轮训63次，组织青
年干警集体学习23次，把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植根基层。

坚持从政治站位看业务。树立
系统党建思维和“一盘棋”意识，不
断强化全体干警特别是“关键少数”
的政治思维，在分析研判形势时把
握政治因素、谋划推动工作时落实
政治要求、处理解决问题时防范政
治风险，聚焦全区“六大战略”、推进

“七大工程”，制定服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在
办案中切实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
点、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结合点。

坚持按政治属性建机关。制定
并落实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措
施，以基础提升、党员连心、骨干培
养、品牌创建、干警廉洁党建“五个
工程”作为着力点全面推进模范机

关建设，被评为全区首批“模范机关
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切实引导
干警增强政治建设的主动性、着眼
政治抓业务的自觉性。

完善制度机制支撑
融合

完善责任传导机制。坚持党
建清单见业务特点、见岗位职责，
建好定实党建责任“年度清单”，先
后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年度工作要
点》《党的工作要点》《思想政治建
设要点》，强化党组领导、机关党委
主抓、党支部落实的机关党建工作
三级责任，三级党组织书记担起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构建起“年
度清单”与“长期清单”互补，人人
抓党建、层层抓落实的党建业务齐
抓共管格局。

完善标准引领机制。出台《推
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施办
法》，明确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一
体、互促共进6项标准及推进路径，
把围绕中心发挥作用作为标杆党支
部创建的重要评价标准，推动“深度
融合”要求贯通到最末端。

完善督查指导机制。实行“月
度抽查、季度普查、年度考核”的机
关党建常态督查，将各党支部开展

“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主题党日等
各项党建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督查
范围，线下实时检查、线上平台核
对，随发现随帮带、“诊疗一体”，促
进党建工作整体提高，有效解决围
绕中心不紧、发挥作用不强的问
题，推动深度融合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

创新工作载体推进
融合

三级联动搭建平台。滨城区人
民检察院建立了“党组带支部、支部
带党员、党员带干警”的三级联动

“1+1+N”“党建带队建”工作模式，
做到一个办案团队至少有一名党员
先锋，一名党员先锋带动多名办案
骨干。通过把政治培养锻炼和业务
素能提升结合，建立“把党员培养成
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
的双向培养机制，锻造一批优秀的
党员检察人才。该检察院2个办案
团队分别被省检察院表彰为“优秀
办案团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秀
集体”。

先锋岗位示范带动。坚决摒弃
“就党建抓党建”的机械做法，克服
“重业务、轻党建”和“单纯业务观
点”的模糊认识，引导全体党员牢记
第一身份是党员，每名党员都是不
同层面的党建责任主体。设立速裁
办案、青少年维权、重大要案、公益
诉讼四个党员示范岗和12309、案
件管理两个窗口先锋，每月召开核
心数据调度会、重点工作推进会，推
动各个示范岗、先锋岗案件办理有
成效、服务中心有作为等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

党员社区报到抓日常。将党员
到社区“双报到”作为推进党建业务
融合的有效手段，切实把支部建立
在网格上、把党员部署在节点上。
疫情期间，成立8个应急小组，全部
党员下沉社区一线，协助社区完成
核酸检测工作。组织检察官“进社
区入网格”，为社区居民送去“一卡

一信一表”，即检察官联系卡、社区
检察岗介绍信、群众法治需求调查
问卷表，开展法治讲座7次，发放法
治宣传资料2万余份，提供法律咨
询110余次。

做实党建考核强化
融合

考核范围“全员覆盖”。滨城区
人民检察院将所有党员纳入考核范
围，在总体考核、部门考核和个人考
核中精心设置党建和业务内容，并
细化为具体指标，明确党建考核达
标才有资格评优。既实现由“一把
尺子”向“多把尺子”衡量，又突出党
建引领的鲜明导向，切实让“软指
标”变成“硬杠杠”。

考核实施“一同进行”。实行党
建考核与业务考评联动进行、互相
印证，一个通知布置、一个场次安
排、一个报告述职、一个时间评议，
明确考核程序、纪律监督、结果运用
等内容，确保党建与业务工作同步
贯穿考核始终。

考核测评“知者权重”。区分不
同考核对象，分别赋予班子成员、机
关党委、党员干部等不同人员打分
权重，让真正了解的人在测评中发
挥主导作用，确保考准考实。考评
结果与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树
优等紧密挂钩，树立崇尚实干、激励
实干的用人导向。年度考核工作中
获评嘉奖8人次、三等功2人次，在
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中通报表
彰21人次，树立了可见、可学、可比
的滨城检察先锋。

围绕中心抓业务 抓好党建促检务
滨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党务与检务深度融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蒋刚 张晓辉

王磊,从警18年,先后从事特巡
警、治安、食药环侦等工作,现任邹
平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副大队
长。

在特巡警大队工作期间,王磊
负责城区夜间巡逻工作。每天傍
晚,他和同事们驾驶巡逻车出现在
邹平县城的大街小巷,直至次日拂
晓方才收队,通常连续工作三个夜
班才能休息一晚。

有次适值重大活动安全保卫,
王磊和同事们白天值班值守,晚上
带队巡逻,整整两个月,他和同事们

战斗在一线,圆满完成了安全保卫
任务。

在三年的特巡警工作中,王磊
所在的中队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30余人,抓获治安违法嫌疑人百余
人,有力保障了城区安宁。

在治安大队工作期间,王磊主
要负责案件办理。对他来说,重大
治安案件办理是一个新课题、新挑
战。他毫不气馁,克服畏难情绪,
从头做起,认真学习法律书籍、积
极向身边同事们请教,坚持“学中
干、干中学”,很快就熟悉了各类治

安案件办理流程、标准,迅速从一
名“门外汉”成长为案件办理的行
家里手。

作为行动中队中队长,王磊首
当其冲带领队员投入到“扫黑除
恶”、“扫黄打非”等一系列专项行
动中。通过蹲点守候、明查暗访
等多种形式,对行业场所、重点区
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打击整治行
动。

努力终有回报,王磊参与的各
项专项行动均取得了显著战果,
破获了一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

有效净化了社会风气,群众无不
拍手称快。

2021年底,王磊调任食药环侦
大队工作。他认真学习新的法律知
识,积极投入到对食品、药品、环境、
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治理工作中。
短短半年时间,他先后参与办理了
一批有影响的食药环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12人。

“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要靠
人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这
是王磊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
是他持之以恒践行的信条。

王磊：“学中干、干中学”实现岗位“无缝衔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报道）近日，惠民县人民法院依
法对杨海港等15人涉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
杨海港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四
年，分别判处其余14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十六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2009年以来，被告人杨海港
伙同他人通过实施寻衅滋事、强迫
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滨州市北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北海
新区）逐步形成恶名，并通过暴力、
滋扰、恐吓等手段开始打压、排挤
供应砂石料的其他人员，意欲控制
北海新区混凝土搅拌站的砂石料
供应市场。

为形成强势地位、树立非法权
威、扩大非法影响，2010年9月24
日，杨海港组织被告人张萌萌、田
芳山等多人实施聚众斗殴犯罪。
自此开始，杨海港先后网罗了被告
人李维强、毕强强、商龙、吴胜祥、
吴秀琪等人为其做事，被告人张萌
萌、田芳山又先后纠集王志鹏等7
人加入麾下。该犯罪组织在被告
人杨海港的组织领导下，大肆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
益，逐渐演变成为以杨海港为核
心，以张萌萌、田芳山为骨干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

2010年 9月以来，该犯罪组
织在北海新区建设开发中交叉结
伙，采取暴力、威胁、恐吓、滋扰等
手段，打压、排挤同业经营者，在北
海新区多处混凝土搅拌站及建设
工地欺行霸市，砂石料交易金额达
2.49亿余元，非法获利达600万余
元。被告人杨海港安排组织成员
李维强、田芳山、毕强强等人在北
海新区境内为超载超限货车提供

“保车”业务，逃避交通执法检查，
收取保护费292.629万元。同时，
杨海港还与他人在北海新区通过
经营盛世辉煌KTV、贩卖土方等
形式获取经济利益。

2014年10月，杨海港利用犯
罪组织的势力破坏选举秩序，通过
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贿选，当选

北海新区马山子镇沙头村村委会
主任，后又当选无棣县马山子镇第
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谋取政
治地位。

2010年 9月份以来，以杨海
港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实施组
织犯罪22起、违法活动11起，其
中,聚众斗殴犯罪2起、寻衅滋事
犯罪5起、故意伤害犯罪2起、强
迫交易犯罪9起、非法拘禁犯罪1
起、诈骗犯罪1起、敲诈勒索犯罪2
起；被告人杨海港个人实施寻衅滋
事犯罪1起，被告人张萌萌个人实
施故意伤害犯罪1起。共致1人
重伤、7人轻伤、11人轻微伤，在北
海新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惠民县人民法院遵照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受
理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2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海港等
15人已经形成人数较多、有明确
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骨干成员基
本固定、组织结构较为稳定、具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

同时，该组织通过暴力、威胁
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非
法拘禁、敲诈勒索。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作恶，
欺压群众，造成群众心理恐慌，安
全感下降，致使多名被害人因惧怕
报复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正当权
益，在北海新区及周边乡镇形成重
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

据此，惠民县人民法院依法以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
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
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
罪，数罪并罚，对该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全部财产和组织成员通过违
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以及
用于犯罪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
没收。

涉黑恶势力犯罪

杨海港一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25年

清算公告
经董(理)事会决议,同意注

销博兴县华冠养殖专业合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371625MA3CY1XNXA)，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

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博兴县华冠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2年12月1日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鲁X1201应急车辆行驶证在出火灾现
场时不慎丢失, 汽车发动机号:LLT4BJ378111, 车 架号：
5GAKV7ED4BJ378111,特此声明。

滨州市滨城区小营街道办事处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不慎遗
失，核准号：J4660005243701，特此声明。

邵华（身份证号372324198711231016）丢失无棣鑫鼎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开具的金尊世家(15-2-
1701储15-38)购房收据壹张，编号：001098，金额30000元，
声明作废。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2

年12月8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
产 权（要 素）交 易 大 厅（http://jypt.
bzggzyjy.cn/JingJiaMidBoot/html/
cqbiaodilist.html）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
公开处置公务用车（洒水车）一宗，拍卖车
辆均不含号牌。自由报价期：自2022年
12月1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2
年12月8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
大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
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
请，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
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
年 12月 7日 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买

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
（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
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
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
（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
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 12月 6日-
12月7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954324477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2月1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报道）近日，惠民县公安局在

“净网”行动中，成功打掉1个为电
信诈骗集团架设VOIP设备的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

9月26日，惠民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反诈民警发现，辖区内有人疑
似利用VOIP设备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活动。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侦
查工作，经过调查取证和分析研
判，锁定了涉诈犯罪嫌疑人马某及
其团伙成员所在位置，并成功抓获
该团伙成员，缴获VOIP设备。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马某为赚

取非法利益，在明知架设VOIP网
关设备可能帮助他人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的情况下，伙同其另外三
人，按照上线指示，使用自己的身
份证信息办理宽带业务，架设
VOIP网关设备，并通过远程软件
将VOIP设备交由诈骗分子控制，
隐匿其真实位置，拨打诈骗电话实
施诈骗。

经审讯，马某等4人对其涉嫌
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马某等4人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惠民警方成功打掉
架设“VOIP”涉诈犯罪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