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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T

农村宅基地明年完成确权发证
今年底完成四成以上

天气T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侯健 通
讯员 潘玲) 8日，日照市气象台发布
一周天气预报，本周多云天气为主，有
冷空气，但是降温幅度不大。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星期一(9日)：多云，偏北风3～4级，
-2℃～5℃

星期二(10日)：多云，偏北风4级，
-2℃～4℃

星期三(11日)：多云转晴，偏北风4

级，-4℃～2℃
星期四(12日)：晴到多云，北到西

北风3～4级，-4℃～4℃
星期五(13日)：晴到多云，北风转

南风3～4级，-3℃～5℃
星期六(14日)：晴到多云，偏南风

3～4级，-1℃～6℃
星期日(15日)：多云，偏南风3～4

级，0℃～6℃

本周有冷空气

降温幅度不大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侯健
通讯员 姜梦绕) 日照市国

土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局等部门
日前联合发布了《日照市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
案》。农村宅基地明年完成确权发
证，今年底完成四成以上。

据介绍，受条件限制，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总体滞
后，有的地区登记发证率还很低，

已颁证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大
部分只确权登记到行政村农民集
体一级，没有确认到每一个具有
所有权的农民集体，这与中央的
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求不相适应。明晰集体土地财
产权，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
权登记发证工作任务十分紧迫繁
重。

本次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涵盖全部农村范围内的集体
土地，包括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
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日
照市按照土地总登记的模式，到
2012年底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
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完成40%

以上。到2013年底，全面完成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

用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各区县集中时间、人员和地

点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
证工作。经过审批、公告后，符合
登记条件的，由国土资源部门填
写土地登记审批表，签署初审和
审核意见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审批。并向所有者、使用者颁发

《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使
用证》。

医保Y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郭佳) 记者日前从

日照市社会医疗保险事
业处获悉，日照在2011年
对11家有违规行为的定
点医疗机构下达《违规
问题处理意见》，追回违
规支出医疗保险基金
12 . 7万元，并对违规情节
较为严重的1家医疗机
构终止医疗服务协议，
同时要求限期整改。

2011年以来，日照市
医保处结合2010年城镇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专
项检查情况，针对医疗
保险基金容易出现流失

的“病灶”，多措并举，标
本兼治，加大医疗保险
基金的支付监管，对11

家有违规行为的定点医
疗机构下达《违规问题
处理意见》，并追回违规
支出医疗保险基金12 . 7

万元。
“这些定点医疗机

构出现的违规行为主要
有挂床住院、违规结算、
搭车检查等。”日照市医
保处副主任赵为爱说，

“这11家医疗机构违规比
较严重，我们已要求其
限期整改，以保证医疗
保险基金的安全使用。”

11家定点医疗机构违规
12 . 7万医保基金被追回

6日，日照市外国语学校举办“共谱幸福曲，同写迎
春联”活动。日照书法名家与学生们一起写春联。该校校
长阎丰坡称，希望通过该活动激发学生对春联文化的兴
趣，继承发扬传统。 本报记者 张萍 摄

挥毫迎新春

荣誉R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玉涛 通
讯员 王学英）在日前召开的省住房保
障暨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莒县被命名
为“山东省园林城市”。目前，莒县县城
绿化覆盖面积1124公顷，园林绿地面积
936公顷，公园绿地面积289公顷，绿化覆
盖率43 . 75%，绿地率36 . 43%，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4 . 5平方米。

莒县荣膺“省园林城市”

声明
噪孔庆梅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丢失，号码：

20010437110100010831，特此声明。

2011年，是五莲县公安工作取
得新成绩、迈出新步伐的重要一年，
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一年，面对
错综复杂的维稳形势和繁重艰巨的
公安工作任务，全县公安机关在县
委、县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坚强领导
下，以“创建全省最安全地区，打造
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公安队伍”为目
标，全面构建“全方位、全员化、全天
候”的“三全”维稳体系和“一警多
能、综合执法”的合成化现代警务体
系，有效稳控了全县社会治安局势。

2009年年初县公安局新一届领
导班子上任以来，面对警力少、基础
弱、条件差等困难，以局长、局党委
书记张仲武为班长的局党委一班人
及全体民警，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正警风、树正气、促工
作、保平安，解放思想，创新突破，倡
导提出了“忠诚为民、团结高效、廉
洁奉献、实干争先”的“五莲公安精
神”，叫响“落后的不是条件是观念”
的口号，发扬“先干起来”精神，靠先
干抢机遇争主动，举全警之力、集全
警之智，全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

“五加二、白加黑”争先创优新理念，
使全县呈现出发案率连年大幅下
降、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和对
公安工作的满意度连年大幅上升的
良好局面。

2009年，全县刑事案件、重大案
件、“两抢”案件、盗窃案件发案同比
分别下降26 . 2%、45 . 5%、37 . 1%和
22 . 6%，“无刑事警情日”累计达63天，
2010年，又分别同比下降11%、23%、
69%和14 . 1%，全县“无刑事警情日”
累计达95天；2011年，全县刑事发案
总量同比下降44 . 3%，“无刑事警情
日”累计达122天。

在日照市委、市政府组织的
2009、2010、2011年区县目标管理绩效

考核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群众
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连续三年蝉联
全市第一名；在市公安局委托日照
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全市各区县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测评中，以
97 . 22%的成绩，名列全市公安机关
第一名，其中，城区群众对社会治安
的安全感达99 . 48%、农村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满意率达98 . 20%、执法公
正率达99 . 05%；在省厅组织的2011年
度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电话调查中，
以安全感98 . 74%、满意度97 . 99%的成
绩名列全市第一、全省前列，在五莲
县政风行风评议中连续三年蝉联全
县第一，先后荣获平安山东建设先
进基层单位、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荣誉称号，荣记全省公安机关执法
规范化建设集体二等功，全省公安
机关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暨“大走访”
开门评警先进集体并记二等功，涌
现出了“山东城市魅力形象大使”孙
金友、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孙瑞昌等
一大批英模人物。

在省厅组织的2011年全省民警
幸福感、满意度电话调查中，五莲民
警幸福感为94%，成绩名列全省前
茅、全市第一，真正实现了让民警快
乐工作，幸福生活的目标。在全市公
安机关2011年度综合绩效考核和执
法质量考评中取得优异成绩，被省
厅评为“全省优秀公安局”。省长助
理、公安厅厅长吴鹏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军，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黄金华，市公安局原局
长槐国栋等领导先后多次对五莲公
安工作作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

在2011年12月底举行的中国共
产党五莲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县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张仲武作为县第十三次党代会
党代表参加会议，并以全票光荣当
选中共五莲县第十三届县委委员、
常委。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和全
县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对张仲武局
长的信赖和肯定，体现了社会各界
对张仲武局长及全县公安工作的肯
定和支持，这是全县公安机关和全
体民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令全体公安民警备受鼓舞、备感自
豪和光荣。

回首2011，政府和群众的满意
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展望2012年，
我们颇感责任重大。

2012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也是我县经
济社会超常规跨越发展的一年，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
责任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公安
工作，确保全县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意义重大。

全县公安机关将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
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全国政
法工作会议和省、市公安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按照构筑“三全”维稳体系和

“干在实处、干出实效、走在前列”
及“用心、会干、干成”的要求，以提
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争创“全
国优秀公安局”为目标，以营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为主线，深入推进“三
项重点”工作和“四大建设”，优化
完善“三全”维稳和合成化现代警
务体系，全面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
能力和水平；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深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全面加强
思想政治、业务能力、纪律作风、先
进文化建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以实干、实绩论英雄，让吃苦的人
吃香、实干的人实惠、有为的人有
位，努力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的新跨越，为我县实现突破发展、
跨越赶超，建设鲁南经济强县和蓝
色经济新区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
社会治安环境，为五莲人民的平安
幸福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福中 念东）

实干创满意 创新保平安
——— 五莲县公安局创新机制，扎实进取，实干创业

五莲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张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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