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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宣宣告告案案件件当当事事人人满满意意率率110000%%
滨州首创检察宣告制度，并在全省推行

2010年6月11日，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正式成立，全市上下积
极营造了“人人崇尚见义勇为、人人支持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
为”的良好社会风尚。五年来，滨州市涌现出众多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弘扬了社会正义。五年来，滨州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基金募捐工作，壮大了基金规模。即日起，
本报联合滨州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一起走进部分募捐企
业和单位，走近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见证他们爱的事迹。

出出租租司司机机见见义义勇勇为为优优先先评评优优
全市1800余名出租从业人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扈炳刚 记者 王领娣 ) 15
日，全省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宣
告制度现场会在滨州市检察院
召开，会议部署检察宣告制度
应用，听取了实施检察宣告制
度的经验，观摩了不捕、不诉检
察宣告庭，落实检察宣告制度
在全省推广应用。

2013年滨州市检察机关积
极探索检察权运行新机制，创
新实施了“公开宣告、社会监
督、当事人评议、跟踪回访”四
位一体的检察宣告制度，打造
了规范透明的检察工作新品
牌。这一品牌荣获2013年度全
省检察机关创新成果一等奖。

据了解，宣告准备阶段，将
拟宣告案件纳入风险评估范
围，全面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和
矛盾集中环节，准确把握宣告

重点，制定完备的处置预案，并
提前3日将检察宣告的时间、地
点、案件名称等向社会公告。在
宣告阶段，设置解疑释惑的问
答互动环节，详细介绍案情，阐
明作出检察决定的事实、证据
和法律依据。在回访阶段，由纪
检监察人员在宣告后一个月内
走访被宣告对象，了解其近期
表现，帮助解决未成年犯跟踪
帮教、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后续
问题。宣告在检察宣告庭中进
行，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宣告结
束，立即启动当事人评议机制，
对检察机关执法程序、能力、作
风、廉洁等方面进行满意度评
价。

目前，滨州市除在两级检
察机关设置宣告庭外，还在派
驻检察室和看守所设置宣告
庭，共建成宣告庭37处，辐射全

市所有乡镇和街道办。截至目
前，共启动宣告程序408次，所
宣告案件无一名犯罪嫌疑人重
新犯罪，无一起案件激化矛盾
或引发再次冲突，无一人缠访
或闹访，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我们还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与宣告
576人次，社会公众参与2100人
次，公安机关派员参与338人
次，经宣告的案件，当事人评议
最终满意率为100%。”滨州市
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王新建说。

全省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宣告制度现场会。

出租车司机队伍，作为六支队伍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市群防群治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他
们每天穿梭在滨州的各个道路街区，24小时全天候运营，流
动性强、面广线长点多、工作时间长，并且在最前沿、接触
人广、社会接触面复杂、接受信息量大，发现可疑人员和违
法犯罪行为几率较高。这支队伍对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这支队伍已达到1800余人。

灵活应对突发事件

发现问题及时报警

交通运输行业涉及公路、
水路、客货运输、工程建设等各
个方面，涉及面广，牵扯人员
多。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
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
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
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
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
力量，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
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

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
系统工程。

滨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
局长魏希卓说：“我们作为政府
部门，必须要统一思想，全面落
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
施，适时启动应急处置措施，为
全市经济建设和平安滨州建设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目前，已
有1800余名出租从业人员参与
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出
租行业来讲，他们遇到突发事
件的机率较大，如果这1800余
人人人都能尽一臂自力，就能

减少社会悲剧的发生。
各个出租车公司根据六支

队伍建设方案，建立演练应急
预案，确保出租车司机能灵活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每辆出租
车配备公安、消防联系卡，发现
问题及时报警。

出租司机见义勇为

年终评优优先考虑

在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当中，交通系统特别是出
租行业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个人
和先进事迹。

东方出租公司驾驶员王磊
介绍，6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
在苏家附近搭载上一位乘客，
该乘客称到黄五渤一加油站，
到加油站后该乘客买了三小桶
汽油又返回车中，称要到黄五
渤七联通营业厅，开始王磊还
认为是不是他的车没油了而买
的汽油。但在去联通营业厅的

路上，该乘客不断地拨打电话
恐吓对方，而且下车后情绪很
激动。王磊这时感觉事情有些
不对劲，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
生，于是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为鼓励出租行业人员参与
社会管理和见义勇为工作，各出
租公司建立了见义勇为工作站，
发挥出租车驾驶员队伍点多面
广线长的优势，通过出租例会加
强对见义勇为的宣传，宣传见义
勇为人员的先进事迹，鼓励驾驶
员积极参与见义勇为。

出租管理科科长马宝奎介
绍，按照《滨州市出租汽车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对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见义勇为、
救死扶伤、拾金不昧等先进事
迹的，给予相应加分，在年终评
优中优先考虑，并鼓励企业给
予相应物质奖励。通过实施信
誉考核，将逐步建立完善的从
业人员准入准出机制，优胜劣
汰，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本报通讯员 张淑丽 王洪博

电电动动车车被被盗盗，，半半小小时时追追回回
邹平“全时空”电动车安防系统给电动车设“三重保险”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袁雯 记者 王忠才 )

“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没想到被偷的电动车这么快
就给找回来了，看来这黑匣
子还真发挥了大作用。”失主
姜某乐呵呵地从民警手中接
过车钥匙。这是刚不久发生
在邹平县公安局黛溪派出所
的一幕。

16日10时许，邹平黛溪
街道办事处的姜某在黛溪三
路农商行门口停放的电动车
被盗，价值1700元左右，失主
立刻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
详细了解情况后，以该车安
装全时空电动车安防系统为

突破口，立即启动工作预案。
通过GPS轨迹回放，发现电
动车被盗后，沿黄山三路进
入会仙商场停留半小时后，
又沿黛溪四路进入黄山五
路，最后停在了某一生活小
区内。

民警根据电动车行驶轨
迹，调取沿途高清天网实施
视频侦查，发现县城区一白
色衬衣年轻男子有重大嫌
疑。民警立即到达该小区，通
过定位“黑匣子”发现了被盗
电动车，并将收购电动车的
冯某某抓获。警方顺藤摸瓜，
不久将涉嫌盗窃电动车的违
法嫌疑人于某抓获。至此，时

间刚过去半个小时。
今年3月份以来，邹平县

公安局在全县推广“全时空”
电动车安防系统，对电动车
实施实名登记打码、GPS定
位防盗、盗抢契约保险三位
一体，给全县10万余辆电动
车安防设置了“三重保险”。
目前，已成功破获盗窃电动
车案件3起，打掉盗窃电动车
团伙1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9人，全县盗窃电动车案件
同比下降57%。

如今在邹平，群众都会
骄傲地说：“给电动车安了黑
匣子，不管放到那儿我们都
很放心。”

离职营业员

夜盗苹果机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佘
崇敬 记者 王忠才) 近日，济
南市迪信电子通信技术公司滨
州分公司李经理到无棣县公安
局报警称，公司在棣新一路经营
的“迪信通”手机店内被盗苹果
5S手机两部，价值9998元。

经进一步调查访问，以前曾
在该店当过营业员的高某进入
了侦查员的视线。侦查人员发现
高某最近曾持有一部苹果手机，
果断将高某控制，并从其住处发
现另一部新的苹果5S手机。在证
据面前，高某很快交代了伙同卢
某在凌晨窜至“迪信通”手机店，
从店内盗窃两部苹果5S手机的
犯罪事实。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线路维修员

盗走通讯电缆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佘崇敬 记者 王忠才 ) 1 0
日，无棣县联通公司报警，无棣
县柳堡镇某村公路两旁电线杆
上的通讯电缆线被人剪断盗走，
价值3000余元。

无棣刑侦大队民警迅速出
警，并对周边用户进行调查访
问。通过走访，一联通用户反映，
曾有广电公司线路维修员在被
盗电缆线地点维修线路，并不小
心将其家的电话线破坏。掌握这
一重要线索后，民警迅速锁定嫌
疑人邓某、邓某某。

当日下午，民警依法将二人
传唤至公安机关，经讯问，二人
为无棣县广电公司线路维修员，
到该村维修线路时发现通讯电
缆，财迷心窍将此段电缆线剪断
盗走。当日，民警将被盗电缆线
依法查获。

民警走上街头

宣传打击假发票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李霞 张宏洲 记者 王忠才 )

为进一步加大制售贩卖假发
票等违法犯罪的防范宣传力度，
12日，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经侦大队组织开展了以“打击发
票违法犯罪”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结合辖区实
际，主动走上街头商铺为群众讲
解辨别发票真伪的知识，并发放
编印的《假发票识别指南》等资
料，耐心解答群众的提问，使群
众对识别假发票的方法有了更
直观的认识。同时，向群众讲解
发票管理规定，及制售、使用假
发票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的危
害，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倡议
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假发票，遵守
发票使用的正常秩序，进一步增
强了广大群众正确索取、使用发
票的意识，形成社会合力共同打
击假发票犯罪活动的浓厚氛围。

两人冒充警察

骗取现金二万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佘崇敬 记者 王忠才 ) 近
日，无棣县某村王某报案称，5月
份以来，两个人冒充无棣县公安
局警察以帮助他进入交警队工
作为由先后骗取现金二万多元。

接到报案后，刑侦大队民警
立即开展侦查，经慎密侦查，民
警确认了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
犯罪嫌疑人为马某，并进一步确
定藏匿地点，周密部署后成功将
其抓获。之后，民警顺藤摸瓜又
将同案犯吴某抓获，两人到案后
对合伙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警务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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