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民政局集中整治“关系保”

无无棣棣““人人情情低低保保””无无处处藏藏身身
府前河尾闾工程

助新城区排涝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马翠华) 日前，记
者从住建局市政管理处了解到，4
月初，无棣县住建局市政处投资
了262万元，启动了府前河尾闾工
程。

据介绍，府前河、镜湖水系不
仅是无棣县新城区主要景观水系，
而且是新城区排涝系统的主要组
成部分，承担着蓄水排涝的重要作
用。受幸福河经常断流的影响，水
源不足，不能维持适宜的景观水
位，同时由于府前河至青波河之间
的排涝河道至今未予修通完善，遇
到暴雨天气，府前河河道水位高
涨，无法发挥排涝作用，严重影响
新城区排涝速度，是城区居民普遍
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针对汛期新城区积水问题，
市政处经多方咨询、科学规划、专
业设计，贯通府前河至青波河之
间2200米的沟渠，使镜湖水系、府
前河水系能连接至生态稳定塘，
最终排入青波河，通过中水回用
工程，构成一个可以循环利用的
城市景观水系。

为进一步提升县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提高低保救助的准确性和公信力，无棣县民政局从2月开始，开展为期3
个月的全县城乡低保规范化建设集中整治活动，通过完善政策，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加强监督，扩大宣传等一系列工工作措
施，切实解决低保工作中社会热切关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打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低保制度。

本报记者 朱伟健 本报通讯员 孙雪芹 杨斌 李海涛

进村入户核查，对“关系保”“人情保”零容忍

据介绍，城乡低保规范化
建设集中整治活动是县委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五个

“专项治理”之一。活动自2月下
旬开展以来，无棣县全面进行
了集中学习培训、宣传发动,使
低保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低保
工作人员明确低保对象认定条
件，民主评议、入户调查、三榜
公示等审核审批程序以及加强
动态管理等方面的最新要求，
成为政策上的“明白人”。

3月上旬至4月下旬，无棣
县陆续开始进行走访调研，自
查自纠。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县民政局及各镇(街道)民政所
组织专门人员，结合日常工作
中掌握的实际情况，针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辖区
内所有镇、村普遍进行走访、调
研、核查，镇级做到在保对象
100%入户核查，县级民政部门
按照不少于30%的比例复核。
同时，县民政局组成6个督导调

研组，随机抽取不少于20%的
乡镇进行抽查。通过“查档案，
看住所，访邻里，听反响”等多
种形式，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
低保政策落实的真实情况。通
过集中整治，给群众一个明白，
还干部一个清白，进一步提高
低保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和群众
满意度。

在低保核查过程中，无棣
县创新工作方法，探索了独具
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有效促进

低保工作健康、规范发展。比
如，将低保集中审核、民主评议
纳入每月的民主议政日，群众
参与到位，公开公示到位，把矛
盾化解在源头；设立“6666000”
监督电话，接受群众咨询、投诉
和举报，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
录制了低保公益广告，广告以

“杜绝关系、人情保，打击骗保
行为”为主题，在电视台循环播
放，使集中整治活动家喻户晓，
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完善评议审核制度，谁享受低保群众说了算

为确保此次整治活动措
施到位、见到实效，无棣县政
府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
见》，提供了政策引领。县民政
局将配套出台《无棣县社会救
助工作规范》、《无棣县最低生
活 保 障 民 主 评 议 办 法 ( 试

行)》，各镇(街道)也将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实际、
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实施办法。
实际操作中，坚持应保尽保，
确保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把公开、公平、公正视作
低保工作的生命线，健全和完

善县、镇、村三级公示制度，以
公开促公平、公正。自活动开
展以来，各镇、街道公开公示
工作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各
镇驻地共安装公示栏11个，占
全县总乡镇(街道)数的100%；
安装村居公示栏405个，占全
县总村居数的70 . 3%。

通过一系列措施，从体
制、机制上彻底打通低保救助
工作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真正做到低保申请、
审核、审批全过程公开透明公
正，审批结果让人信服。

全面建立核对工作机构，健全信息核对平台

据悉，随着走访、调研工
作告一段落后，无棣县民政局
还将对过程中查摆出来的问
题进行全面梳理。重点分析汇
总村居民主评议是否规范，乡
镇审核是否真实准确，三榜公
示制度是否得到完全落实，是
否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得
到及时处理等问题。无棣县将

出台、完善规范城乡低保工作
的政策措施，全部建立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成立机
构开通信息核对平台，形成低
保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规
范化管理的长效机制，不断提
升救助水平。 6月底前 ,全面
建立健全救助申请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工作机构和信息核
对平台 ,开展核对工作。届时，

还将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
息共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机制 ,确保准确、高
效、公正认定救助对象。

此外，还将建立投诉、举
报、监督制度。无棣县民政局
将建立低保信访事项定期通
报制度，对问题长期得不到治
理，信访量持续较大的镇、街
道进行通报批评，并作为年终

社会救助工作考核的重要依
据。建立低保经办人员和村
(居 )民委员会干部近亲属享
受低保备案制度 ,县民政部门
要对其进行入户核查。同时，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
用,及时查处发现的各类问题，
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监
督低保工作。

为进一步消除老年代步车、
内燃观光车所带来的交通安全隐
患，维护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
安全，26日上午，无棣县公安交警
大队全员上岗，在城区多个路口
查处老年代步车、内燃观光车等
车辆，为人民群众切实创造一个
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本报记者 朱伟健 本报通
讯员 王本功 赵辉 摄影报道

代代步步车车，，查查

监理公司三不四必

加强扬尘防治监理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刘晓月 ) 无棣县
住建局监理公司不断加强施工现
场监理力度，通过旁站、巡视、平
行检验等方式对建筑工地扬尘防
治进行监理，提出了“三不四必”
工作思路。

必须打围作业、必须硬化道
路、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不准
高空抛撒建渣、不准场地积水、不
准现场焚烧废弃物、不准现场堆
放未覆盖的裸土。监理公司以“三
不四必”严格要求施工企业做好
现场扬尘防治，要求各项目部成
立现场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小组，
明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为本项
目扬尘污染防治的主要责任人。
针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源(垃圾、
堆场扬尘、道路大气扬尘)制定整
改措施，经监理工程师审核通过
严格执行，对于整改不到位的施
工单位，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进
行督促。

排除管道“梗阻”

清淤治理保畅通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马翠华) 日前，为
做好今年排水管道的清淤工作，
确保排水系统通畅，无棣县住建
局市政处清淤工作全面展开，涉
及新老城区棣新四路、院前街、
205国道等23条主次干道17万余
米管网，6100余座下水方井、检查
井，并对新城区3座雨污泵站全面
进行集中检修维护。

据了解，市政处将会利用一
周的时间对城区主干道排水设
施进行了全面排查，针对干道实
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
方案。同时，聘请了专业清淤队
伍，购置了清疏吸污车等先进设
备投入清淤作业。在施工过程
中，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盯靠在施
工一线，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
全，加快工程进度，提升工作效
率。

三起醉酒驾驶案集中宣判

酒酒后后无无证证驾驾摩摩托托，，拘拘役役一一个个半半月月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魏金泉 ) 24
日，无棣县人民法院公开合并
审理了石某、李某、韩某三起
危险驾驶案，并当庭宣判，三
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拘役一
个月至一个月十五天不等的
刑罚，并处了罚金。

2013年8月6日21时20分
许，石某酒后无证驾驶二轮摩
托车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发生碰撞，造成石某受伤、车
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石某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2013年3
月2日17时10分许，韩某酒后
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与一辆
轿车发生碰撞，造成韩某受
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
交通事故，韩某负事故的同等
责任。2014年2月7日7时许，李
某酒后驾驶普通客车与一辆
三轮汽车、一辆轿车发生碰

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

某、韩某、李某醉酒驾驶机动
车辆，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构成
危险驾驶罪。石某、韩某无证
驾驶机动车辆，且造成事故并
分别负事故的主要、同等责
任，依法应从重处罚；石某、韩
某、李某归案后，均如实供述

其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
从轻处罚。李某犯罪情节较
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
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综上，
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石某
拘役一个月十五天，并处罚金
3000元；判处韩某拘役一个月
十五天，并处罚金2000元；判
处李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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