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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干部部节节假假日日将将收收到到廉廉政政短短信信
无棣县纪委四措并举让廉政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朱伟
健 通讯员 刘振 ) 今年以
来，无棣县坚持“预防为先，惩防
结合”工作理念，在做好对违纪
违法案件查办的同时，主动创新
思路、改进方式方法，化“虚”为

“实”，充分发挥廉政教育在反腐
倡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全
社会树立了“风清气正、廉荣贪
耻”的价值导向。

注重分类施教，实行“个性
定制”。开展廉政教育注重从不
同部门与行业的业务特点入手，
采取“部门纵向深入、行业横向
延伸”的思路，提升教育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今年以来，县纪委
先后组织业务骨干到11个镇(街

道)以及县卫生局、计生局、药监
局等10个部门讲廉政党课21场
次，整理撰写总计14万字讲义21
本，受教育党员干部2000余人
次。针对农村支部书记、财务人
员、党组织负责人等不同人群岗
位特点，先后举办了村支部书
记、财务人员、党支部负责人培
训班，对1500余名重点岗位人员
进行了廉政教育。

抓牢关键节点，时刻“警钟
长鸣”。紧抓元旦、春节和中秋等
重大节假日，通过下发文件通
知、会议传达强调等方式对党员
干部进行廉政提醒。节假日前
夕，通过短信平台向全县每名党
员干部至少发送2条廉洁自律短

信。为进一步教育党员干部时刻
绷紧“廉洁自律”弦，还及时对近
期查处的本地党员领导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进行梳理汇总，深入
剖析解读，主动走进部门单位开
展廉政警示教育，以身边事教育
感化身边人，起到了“一个案例
警示教育一片人”的良好效果。

瞄准重点领域，坚持“有的
放矢”。围绕近年来腐败问题易
发的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
程项目、惠民资金和专项经费管
理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题廉政教
育，通过举办专题廉政教育讲
座、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和图片
展、倾听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现身
说法以及排查廉政风险点等方

式，给党员干部以心灵上的冲击
和思想上的震撼，强化廉洁自律
观念，筑牢思想防线。

强化部门联动，实现“齐抓
共管”。县纪委加强与组织、宣
传、检察、广电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
廉政教育整体合力。组织住建、
工商、地税、水湾镇等13个镇
(街道)和县直部门单位700余
名党员干部到县检察院“预防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五营
社区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
县看守所“全县党员领导干部
守法廉洁警示教育基地”接受
廉政教育，进一步拓宽畅通廉
政教育渠道。

碣石山镇计生办

多举措关爱女孩

本报讯 无棣县碣石山镇多
措并举，将关爱女孩活动落到实
处。

一是摸底调查，做到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对女孩登记造册，
实行动态管理，把救助女孩行动
做实做细。二是广泛开展春蕾救
助女孩行动，救助困难家庭的女
孩，确保她们有学上，不因贫困而
辍学。三是镇与村、村与计生家庭
签订协议，对双女户家庭免收浇
地费用，减轻计生家庭的负担，发
展生产。四是与辖区企业达成协
议，除重体力劳动外，优先招收计
生家庭女孩进厂做工，解决女孩
的就业难题。

此外，该镇还在宅基地、子女
入学、就医等方面给予女孩家庭
优惠，将关爱女孩行动落到实处。

(赵吉胜 朱树良)

无棣审计开展

专业知识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审计
质量，近期，根据年度培训计划，
县审计局举办了审计业务知识培
训会。一是从实际工作需求出发，
邀请专家讲解部门审计的重点、
方法。二是理论联系实践，对年度
优秀审计项目的审计案例进行讲
解，使审计工作有新的提升。

(戴风义)

讲文明树新风

展审计新风尚

本报讯 近期，无棣县审计
局开展了学习文明礼仪活动。一
是组织干部职工重温《审计机关
文明礼仪公约》，系统全面地学习
基本礼仪要求；二是邀请县职业
技术学校的老师上礼仪专题课，
手把手、现场示范文明礼仪知识；
三是局领导不定期检查，干部职
工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 (刘玮)

强化六种意识

转变审计作风

本报讯 今年以来，无棣县
审计局增强了六种意识，从根本
上转变审计人员工作作风，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是增强学习
意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二是增
强纪律意识，提高工作效能；三是
增强服务意识，发挥审计监督作
用；四是增强文明意识，树立审计
机关形象；五是增强责任意识，多
出审计精品；六是增强效率意识，
控制审计成本。 (刘玮)

真审真报真纠

践行群众路线

本报讯 近日，无棣县审计
局三措并举践行群众路线。一是
真审。以民生政策执行流程、项目
资金流向为主线，最大限度地把
审计触角延伸向基层。二是真报。
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如实反映
审计情况，不隐瞒、不截留。三是
真纠。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严肃
查办，坚决移交移送有关部门追
究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

(戴风义)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张芳宇 冯艳
杰) 近日，无棣县针对县国省
道路部分路域出现的影响市容
市貌和道路安全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此次集中整治成立了由无
棣县住建局、交通局、公路局、
工商局、公安局等11个部门的
联合整治小组，针对205国道
(滨德高速无棣东出口至庆云
界)、新大济路(阳信界至信阳
镇)、老大济路(棣州大街至碣
石山新海路交界)范围内的店
外经营、乱摆乱放、立式灯箱、
户外广告等进行规范；对垃圾
收购点、粮食煤炭收购站、小铁
屋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进
行了集中整治清理。

近年来，自无棣县打造蔷
薇花都建设和推进城乡环卫一
体化发展工作开展以来，县境
内国省道路域环境得到了大幅
度提升，以成为无棣展示对外
形象的重要窗口和有效平台。
当前，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容貌

水平，夯实城镇化管理效能，遏
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组织
此次集中整治尤为重要。截至
目前，已清理占道物料1400余

方，规范店外经营60余户，清理
流动板房15处，灯箱50余个，整
治工作正顺利推进。

今后，全县将以此次整治活

动为契机，加大工作力度，制定
长效机制和长态化监督管理，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和
惩罚此类违法违规行为。

提升市容市貌，打击道路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无无棣棣集集中中整整治治国国省省道道路路域域环环境境

整治小组在大济路整治生活垃圾。 本报通讯员 供图

矛矛盾盾纠纠纷纷调调解解成成功功率率达达9999%%
无棣县司法局四方面做好司法行政工作

本报8月21日讯(通讯员
郭庆丽 记者 朱伟健) 今年
以来，无棣县司法局把认真履
行司法行政职能与维护社会稳
定结合起来，创新工作思路，加
大工作力度，全力做好县域司
法行政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氛围。

法制宣传到位，充分发挥
法制宣传职能作用。大力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向广
大农民群众、企业职工、学校师
生等不同群体宣传法律知识，
不断创新法制宣传载体，丰富

法制宣传形式，全力做好“法律
六进”工作，切实把不同的法律
知识分别送到了乡村、社区、学
校、企业、机关、单位等。

矛盾排查到底，把不和谐
因素化解在基层。利用人民调
解员贴近基层、深入群众的优
势，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力量，经
常性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活动，
确保不留盲点和死角，做好可
能纠纷的矛盾隐患的排查摸底
工作，及时把纠纷解决在当地、
化解在基层。仅今年以来，全县
各级调解组织共排查矛盾纠纷

1730起，成功调处1715起，调解
成功率在99%以上。

教育管控到人，特殊人群
重新犯罪率为零。确保对刑满
释放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不漏
管、不脱管一人，利用手机定位
等手段强化常态监督管理，定
期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对他们
进行分类管理和教育，有针对
性地制定个人矫正和安置方
案，切实做到严格管控、教育挽
救、人文关怀相结合，保证了特
殊人群重新犯罪率为零。

法律服务到家，积极开展上

门服务。将公证、法律援助、法律
顾问等服务职能向下延伸，为老
弱病残群众提供上门服务，以开
展“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为载
体，律师和法律顾问深入企业、
学校等顾问单位，开展法制讲
座、法制报告会，当面为其解决
法律疑难问题；法律援助工作
者、公证员为不能前来办理法律
援助事项和公证事项的老年人、
残疾人等也提供上门服务。今年
以来，开展公证上门服务21次，
为29名老弱病残人提供了便捷
的法律服务。

套套出出舍舍友友银银行行卡卡取取款款22万万元元
被告殷某被判刑一年，处罚金三万元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朱
伟健 通讯员 魏金泉) 俗话
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同住
一宿舍，竟然窃取舍友的银行
卡盗走现金2万元。20日，无棣
县法院宣判了该起盗窃案，判
处被告殷某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被告殷某与原告段某同住

一宿舍，闲聊时，得知其中国农
业银行卡密码仍为初始密码，
且写有初始密码的单据和银行
卡都放于宿舍内电脑桌下方的
纸盒内。

2013年6月2日，殷某趁被害
人段某熟睡之际，将段某的银行
卡偷走。当晚20时许，殷某乘出
租车窜至无棣县某银行，盗取段

某银行卡内现金6000元，后返回
宿舍，并将银行卡放回原处。

2013年7月15日早上6时
许，殷某趁宿舍无人之际，再次
偷走段某的银行卡，盗取银行
卡内现金14000元。

案发后，被告殷某的亲属
代其将全部赃款退还被害人段
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殷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
密手段盗窃他人财物，涉案价
值200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
构成盗窃罪。被告人殷某归案
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坦
白，且案发后其亲属代为退还
赃款，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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