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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

棣棣丰丰街街道道““五五个个一一””畅畅通通民民意意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刘
广飞 记者 王领娣) 近日，无
棣县人民法院组织人民陪审员
业务培训活动，会后人民陪审员
参加了刑事案件庭审观摩，并参
加座谈。

活动中，该院专门安排刑庭
资深法官主审一起醉酒危险驾
驶案件，帮助人民陪审员进一步
熟悉案件的审理流程及思路，便
于以后更好地参与案件的陪审。
为了让人民陪审员能更真切地
感受他们未来的工作，该院特意
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人民陪审
员参与组成合议庭，参与案件审
判工作，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法
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使他们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陪审工作的
严肃性和重要性。

庭审结束后，该院组织召开
了座谈会。座谈过程中，各位陪
审员都表示，庭审观摩不但丰富
了他们的法律知识，而且使他们
进一步掌握了庭审程序。同时，
通过旁听案件的审理，更加激发
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表示今后
一定要多参与法院案件的审理，
通过审判活动来提高促进本职
工作。

人民陪审员

参加庭审观摩

改善民生、为民办实事

棣棣丰丰街街道道打打造造““和和谐谐型型””机机关关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马娟) “学何
以致用？改善民生促发展，是棣
丰街道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幸福和谐棣丰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我们要将学习的成果转
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的智慧和动力，进一步解放
思想，凝聚力量，科学发展。”棣

丰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强说。
棣丰街道自2010年9月成

立以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始
终坚持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群
众满意是最高标准，为民办实
事承诺得到有效落实，在全街
道上下积极营造了和谐发展的
浓厚氛围。

投资3亿元启动街道城市

综合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
目前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完
工，便民服务中心及计生办已
投入使用；以争创“生态文明
村”建设为抓手，投资600余万
元推进19个村的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投资1000万元完成
街道敬老院、白杨小学升级改
造工程及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

的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投资
200万元完成街道文化活动中
心建设，高标准配齐舞蹈室、健
身活动室、书画室、未成年人课
外活动中心等设施；累计对230
余名优抚对象发放各种优抚款
近50万元，对105名五保老人全
部保障到位，使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酒酒驾驾致致人人死死亡亡换换来来一一年年徒徒刑刑
鉴于肇事人积极赔偿受害人亲属的损失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从轻处罚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魏金泉 ) 近年
来，公安交警部门不断加大治理
酒驾力度，成效明显，酒驾事故
率逐渐下降，但仍有个别司机铤
而走险，以身试法。日前，无棣县
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酒驾致人
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处戴
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去年10月31日，戴某酒后驾

驶一小型轿车沿北海大街由西
向东行驶至北海大街A127灯杆
处，与同方向马某驾驶的重型半
挂牵引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了
戴某受伤及同车乘车人高某当
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重
大道路交通事故。经检测，戴某
血 液 乙 醇 含 量 为 7 3 . 4 m g /
100mg，系饮酒后驾车，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戴某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后驾驶机
动车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交
通肇事罪，鉴于戴某已积极赔偿
了高某亲属的损失，并达成了协
议，取得了高某亲属的谅解，因
此，对戴某可酌情从轻处罚。戴
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从轻处
罚。

庭审过程中，戴某已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对死者家属表示非
常对不起，多位被害人家属、受
害人表示已收到赔偿，请求法院
从轻处罚，鉴于戴某有悔罪表
现，犯罪情节较轻，宣告缓刑对
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可
适用缓刑。法庭最后做出了判处
戴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
决定。

本报讯 4月13日，无棣县
供电公司联合省公司节能降损
技术人员对公司节能降损项目
未上线设备开展调试工作。截至
目前，公司已完成配网节能降损
项目全部1 1 2台设备的安装工
作。 (崔棣 王清华)

无棣供电调试

节能降损设备

本报讯 4月11日，无棣县供
电公司开展“4 . 12”事故反思活
动。通过学习安徽霍邱县供电公
司事故快报，指出了其中存在严
重的管理漏洞和工作漏洞。

公司强调，此时正值春检预
试和农网施工作业繁忙时期，要
切实把防作业人身伤亡、防误操
作事故作为重中之重，各单位一
定要加强设备管理，确保图纸与
现场相符，作业前认真勘察现场，
正确签发、许可工作票。各班组要
深刻认识安全严峻形势，进一步
增强责任意识，深刻吸取本次事
故教训，结合公司正在开展的安
全大检查工作，抓好各项人身事
故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保持农网
改造施工安全稳定局面。

(张新伟 王清华)

无棣供电开展活动

反思“4 . 12”事故

本报讯 4月14日，无棣县供
电公司对部分大工业客户进行走
访，并与其签订错峰避峰协议，期
间公司向客户详细介绍了执行有
序用电和错峰避峰的必要性，倡
导其节约用电，科学用电。

(张新伟 王清华)

供电与大工业客户

签订错峰避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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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注销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马娟) 为进一
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无棣县
棣丰街道紧紧围绕“访民情、听
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工作
目标，把民情民意收集办理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大力推行“五
个一”工作机制，进一步畅通群
众合理诉求渠道，做好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

设置一个社情民意征集
箱。在35个村(社区)设置社情
民意意见箱，广泛收集居民群
众对街村两级的意见建议、需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
专题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多种

形式，将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民
意事项认真分类梳理，严格落
实责任人并规定办理时限。

设立一个群众诉求服务
窗。以“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完
善群众工作政策，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为目的，依托街道便民
服务大厅，设立政策咨询、法律
服务、劳动保障等服务窗口，抽
调农经、司法、民政等站所9名
骨干人员集中办公，负责民情
民意收集、汇总、分析、督办和
反馈工作，为群众进行面对面
零距离服务。

建设一个干部群众联络
网。健全完善党员领导包管区、
部门“第一书记”帮扶、党员干
部包村入户制度，扩大干部直

接联系群众的覆盖面，建立县
直部门、街道、村三级联系服务
群众网络体系。从街道机关干
部、村“两委”干部、党员和村民
代表中挑选140人，构建一支

“民生代言人”队伍，负责收集
民情民意，分类汇总上报，督促
和反馈办理情况。

发放一张干群联系爱心
卡。街道、村(社区)根据机关干
部包村联户情况，制作民情联
系卡，在卡上明确包村干部的
姓名、职务、电话等信息，与各
站所业务指导员联系卡一起发
放给群众，方便群众对街道工
作部署及惠农政策贯彻落实情
况的反映、意见和建议，架构民
情民意畅通的桥梁，及时处理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一本民意落实台帐。

对收集的民意事项，街道、村
(社区)按照落实情况、进展情
况及整改工作建立一整套工作
台帐，严格制定落实措施，要求
在每个月末，对民意事项落实
措施、进展情况、完成时限及相
关责任部门和负责人等情况在
公示栏一一公示，广泛接受群
众监督，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
严格办事程序，深化长效机制
建设。目前，通过以上渠道累计
收集群众诉求12件次，已解决7
件；处理民意事项53件，梳理意
见建议9大类37条，其中81%以
上得以解决，有效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

设文化墙，倡清廉务实新风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王殿贇 ) 近
日，一面以“反腐倡廉，务实为
民”为主题的文化墙在无棣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亮相，
成为了警营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自县公安局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交警
大队二中队民警积极参与，认
真学习。同时，群策群力，不断

创新学习形式，对廉政材料进
行了细致的整理，建设了“文化
墙”，把清廉务实为民的价值观
传送到了每位民警的心中，营
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文化墙共包含24块展板，
生动的图片配以文字加以描
述，提醒广大民警时刻有一颗
自醒、自警、自律之心，永远把
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永葆清
廉为民之风。

电电话话通通知知购购房房补补税税退退税税是是骗骗局局
县房管局提醒广大业主切勿上当受骗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王凤海 ) 近
期，无棣县多名业主接到自称
县房管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被告知可以办理房产退税，直
接拨打“工作人员”指定的电话
就行。对此，县房管局及时发布
通知回应，并在房管局网站发
布《关于谨防电话通知补税退

税诈骗的紧急通知》，提醒广大
业主切勿上当受骗。

记者了解到，此类骗局多
发生在新入住小区的业主身
上。刚搬入某小区的业主张女
士日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
称是县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
诉张女士属于可以享受购房退
税政策的群体，操作方法非常

简单，只需要拨打工作人员提
供的另外一个电话号码。细心
的张女士查到来电号码的归属
地为“山东威海”，突然感觉自
己可能遇到骗子了，随机挂断
了电话。

对此，县房管局发布声明
称并无此事。退税程序是税务
部门的业务，并不是房管局的

职能范围，房管局不会通过电
话或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群众
办理退税事宜。

“近期接到关于购房退税的
咨询比较多，但是目前尚未发现
有业主上当受骗。冒充工作人员
名义电话通知业务办理退税的
完全是不法分子的诈骗行为。”
房管局朱主任告诉记者。

无无棣棣县县公公安安局局交交警警大大队队二二中中队队设设立立的的警警务务文文化化墙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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