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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对对涉涉爆爆违违法法犯犯罪罪坚坚决决““零零容容忍忍””
举报有功者最高可奖2万元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刘
金海 王军 记者 王忠才) 即
日起至12月底，滨州市公安局将开
展危爆物品安全大检查大整治专
项行动，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公
安局专门制定关于鼓励群众举报
危爆物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举
报有功者最高可获2万元奖励。

近日，滨州市公安局发布了
关于鼓励群众举报危爆物品违法
犯罪活动的通告，全市将深入排

查治理危爆物品安全隐患，专项
行动以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隐患、剧毒化
学品和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涉枪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对
检查出的问题“零容忍”。同时，鼓
励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举报涉及危爆物品的违法犯罪线
索，彻底收缴流散社会的各类非
法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含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通知》强调，根据群众举报
线索，查获非法制造、买卖、储存、
运输烟花爆竹案件；破获非法持
有、私藏枪支案件，收缴军用枪、
猎枪、小口径枪、火药枪、仿制枪、
自制枪、改制枪以及子弹；破获私
藏、私存爆炸物品案件的，给予举
报有功人员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奖励。收缴仿真枪、弩或者查破非
法携带弓弩案件的，给予举报有
功人员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奖

励。查破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烟花爆竹、爆炸物品、枪
支弹药、剧毒化学品等重大案件，
给予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奖
励。破获持枪伤害、杀人、抢劫、绑
架、强奸以及爆炸等重大犯罪案
件、取缔非法制贩烟花爆竹、爆炸
物品、枪支弹药、剧毒化学品窝点
的，给予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奖励。受奖举报者可提供银行帐
号，也可到公安机关直接领取奖

金。公安机关严格为举报者保密。
对群众举报的线索公安机关

将及时组织核查侦办，对举报有
功人员及时兑现奖励。提供举报
线索的方式如下，举报电话：110

或9600110；电子邮箱：s z a zd@
163 .com；信件地址：滨州市滨城
区黄河一路391号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收，邮编：256600；登陆http:/
/www.bzga.gov.cn/site/网址选择
“线索举报”一栏。

社社团团纳纳新新上上演演““百百团团大大战战””
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和学生会成新生“宠儿”

自委会与学生会
成学生首选

12日上午，记者来到滨州学
院，在纳新现场看到，百余个社
团各个都打出自己的旗子。为了
吸引新生加入，剪纸协会将美丽
的剪纸作品张贴出来，吉他社也
弹起吉他唱起歌，摄影协会也将
唯美的摄影作品制作成展板来
吸引学生，更有双节棍协会和电
子舞步协会通过表演和体验来
吸引新生。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大学生
自律委员会因其“权威性”受八
成新生青睐，环境工程专业的白
玲就是因为“权威”才想加入。“我
和室友们都原意加入，这样不仅
帮助更多的同学管理自己的生
活，也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经

济与管理专业的崔月月说。原野
协会的负责人陈胜龙告诉记者，
很多新生都会首先选择大学生
自律委员会，因为它隶属于学生
工作处，在同学们看来比较正规
与权威。陈胜龙介绍，去年报名
自委会的学生至少有1500人，而
自委会纳新数也不过百人，15个
人里选一个，竞争很大。因此很
多同学会把目光转移到学生会
上，油气储运专业的帐啸寒说：

“在高中时就只听说过学生会和
社团，到大学后才知道还有自委
会，不过自委会不好进，学生会
也不错啊。”

新生因兴趣入社团
却存担忧

除了自委会和学生会受热
捧之外，也有不少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选择社团。法律事务专业
的胡乃玲喜欢阅读，因此就选择

了大学生读者协会。在滨州学院
的贴吧里“0我爱打酱油0”说：“入
社团可以锻炼交际，人际关系，
处理事情的能力。更能磨练性
子，适应社会的能力。”

针对社团，很多受访新生担
心社团不能多举办活动，会乱收
费。大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徐晓
瞳说，社团的会员人数占学校学
生总人数的70%以上，目的是为
了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展
自己的空间，能让更多的学生参
与进来，在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之
余，丰富校园生活。管理71个社团
的社团联合会就是管理各个社
团的，能使社团正常合理地运
行。

加分或成学生
选择依据

梁同学已经毕业了，他曾经
是某社团的学生干部。据他反

映，很多学生钟情自委会和学生
会，是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学生可
以加分，而其他社团则只有负责
人才能加分。梁同学告诉记者，
学生成绩与评奖学金、保研等相
挂钩，而成绩由智育分和素质分
组成的，智育分就是文化课成
绩，即各学科成绩乘以各科学分
之和除以总学分后再乘80%，这
部分的分数差距很小，能拉开差
距的部分是在素质份上。不过该
同学也表示，只有成绩在班级中
游以上，两个部分相加按成绩高
低排序，否则直接剔除评优的资
格。

梁同学给记者举了一个例
子，如果智育分和素质分各有1
分，那么最后的真实成绩智育是
0.8分，素质则仍旧是1分。再加上
智育分相差无几，因此素质分显
得很重要，很多学生钟情学生会
和自委会很难说与加分无关。

10月12日，滨州学院百余个社团在第一食堂前面的广场开始招纳新人。除学生会和大学生自律委员会外，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管管辖
的原野协会、双节棍协会等71个社团吸引了众多大一新生。为了吸引新生加入自己的社团，各个社团“披挂上阵”，各显神通，上演了一
场“百团大战”。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部部分分企企业业竟竟没没有有消消防防控控制制室室
消防工作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
涛 通讯员 刘莹 岳兴楠)
10月11日、12日，省国资委副主
任樊军一行对滨州市消防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进行考
评验收。考评组先后到阳信、开
发区部分企业公司进行检查，
虽然社会单位普遍开展了消防
安全自查自纠活动，但还是存
在不少问题，材料不全、设施器

械老化、控制室不标准仍然存
在。

当考评组在一家幼儿园查
看室外消防栓是否能用时，结果
配备的扳手，与消防栓不配套，
怎么也打不开。“要是真发生火
灾，室外消防栓几乎就全废了。”
一名考评组工作人员说。检查中
还发现，一些消防器材存在生锈
现象，“按照规定，消防器械都要

定期维护，存在生锈老化现象，
这是不允许的。”

同时，考评组还发现，部分
企业的消防控制室不达标，有
的甚至根本没有消防控制室。
当考评组来到一家企业的控制
室时，发现里面竟然堆放着七
八个柴油桶，而且还有一些木
块。

樊军指出，通过这次考评验

收，全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成效明显，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针对考核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之处，考核组也给出了
下一步的工作建议：将消防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
入政府目标责任、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内容，严格督查考评；加强
各职能部门对本行业系统消防
工作的监管。

轮轮滑滑协协会会的的成成员员们们在在现现场场表表演演。。

省排球(乙组)
冠军赛滨州落幕

本报10月14日讯 (通讯员
王文洋 记者 赵树行) 14日，
2013年“中国体育彩票杯”山东
省排球(乙组)冠军赛在滨州闭
幕。共有来自济南、青岛、淄博、
烟台、潍坊、泰安、威海、临沂、滨
州9市的男女17支队伍201名运
动员报名参赛。

本次比赛由上半年锦标赛男
女乙组前8名的代表队报名参加，
比赛分为小组赛、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和决赛。经过6天紧张激烈
的比赛，青岛、潍坊、济南获得男子
组前3名，潍坊、济南、烟台获得女
子组前3名。滨州市女队获得第5
名，男队获得第7名，并分获体育道
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取得了比赛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滨州2项目获
发展引导资金320万元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运
恒 通讯员 刘科) 今年以来，
滨州市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争取工作实现了新突破，滨州市2
项目获得了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
资金320万元，争取项目个数和资
金数量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

记者在滨州市服务业发展
局了解到，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
发区综合服务平台位于无棣县
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获得
了国家支持资金160万元，主要
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信息服务中
心、产品检测中心、产品展示服
务中心等；沾化冬枣科技研发公
共服务平台位于沾化县下洼镇，
获得了国家支持资金160万元，
主要建设科研培训信息交易大
楼、冬枣智能保鲜库、沾化冬枣
田间试验示范基地等。

滨州44家农产品企业

获33万吨进口配额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路
辉 张福臣 记者 王晓霜) 近
日，国家发改委下达滨州市再分
配农产品进口配额2 . 52万吨，其
中棉花1 . 92万吨，粮食0 . 6万吨。
截至目前，今年滨州市已有44家
农产品加工企业共获得农产品进
口配额33 . 1万吨支持，其中：36家
纺织企业得到棉花进口配额30万
吨，8家粮食加工企业得到粮食进
口配额3 . 1万吨，共为企业节约原
料成本近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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