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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营商环境的服务工程”

擦擦亮亮服服务务窗窗口口，，提提高高群群众众满满意意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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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田鲁军、王顺义、王伟成丢失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书编号：

鲁建安B(2011)1600194、鲁建安B

(2011)1600233、鲁建安B(2011)

1600275，声明作废。

开栏的话：
去年以来，阳信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县局“六大工程”为载体，立足

职能，发挥优势，全面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净化经济发展环境，取得
了明显成效。

全国性集群战役在阳信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发起，破获虚开增值税发
票案，带破案件40余起，涉案价值上亿元；破获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案件，为国家追赃挽损上千万元……因工作突出，
阳信经侦大队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三等功，2014年连续两次
在县局“严打声威创建工程”中受到“局长嘉奖令”表彰。本报记者深入阳
信县公安局，就经侦大队亮点工作进行专题采访。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集邮巡展今滨州开展

6644部部邮邮品品再再现现中中国国抗抗战战史史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郗

运红 ) 为铭记历史，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由山东省邮政公司、
山东省集邮协会共同主办，滨
州市邮政分公司、滨州市集邮
协会共同承办的“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 0周年山东省集邮巡
展”将于7月29日上午9点在滨
州市博物馆一楼展厅启动，滨

州展出时间2天。
此次巡展展出的邮品共64

部158框，包括专题类、开放类、
传统类、航天类、极限类、现代
类等11个类别。分别由全省17
地市集邮协会选送，从不同角
度再现了艰苦卓绝、波澜壮阔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展
览共分两部分，一是被国家列
入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42名山

东抗日根据地牺牲的烈士和8
处山东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图片。二是来自全省17地
市和胜利油田集邮协会选送的
有关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红色题材主题的邮
集。

为配合邮展活动，山东省
集邮公司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山东省集邮巡展纪念封2
枚，在展览现场设立“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邮局，启
用专题纪念戳一枚供广大市民
及集邮爱好者加盖。

展览期间，集邮爱好者现
场添加关注“滨州集邮”微信公
众服务平台，即可获得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山东省集邮巡展
(滨州站)纪念封1枚；现场注册
集邮网厅会员即可获得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山东省集邮巡展
纪念封1枚，并限量销售“中国
梦”等部分量小品种邮品。活动
期间举办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
图书优惠展销活动，购买特定
图书可以免费加盖纪念戳。

热热浪浪烧烧出出滨滨州州电电网网负负荷荷新新高高
吹空调降温是滨州电网负荷增大主要原因

本报7月28日讯(通讯员
宋炳茹 记者 韩志伟 ) 近
几天，滨州持续高温天气导致
滨州电网负荷不断攀升，7月
27日13:00，滨州电网负荷攀升
至223 . 7万千瓦，再创年内新
高。10分钟后，山东电网用电
负荷达到6255 . 3万千瓦，超出
去年最高负荷87 . 4万千瓦，创
历史新高。

据国网滨州供电相关负
责人介绍，吹空调降温是滨州

电网负荷增大的主要原因。该
负责人介绍，近期持续的高
温，导致制冷负荷不断升高，
为迎接夏季负荷高峰，保障滨
州市电力可靠供应，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提前开展检修，加强
电网薄弱环节和事故隐患研
究，梳理迎峰度夏期间可能出
现的供电“卡脖子”环节并及
时治理。该负责人介绍，“入夏
以来，我们公司就开始加强日
常值班、信息传递和部门协

作，密切监视电网运行状况和
机组出力情况，做好负荷预测
和电力平衡分析，合理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同时，滨州供电
公司还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
同，针对负荷走势和电网薄弱
环节，适时调整运行方式，安
排电网迎峰度夏措施。

未来的高温天气还会持
续，根据天气预报，滨州未来
几天将迎来一轮降雨天气，针
对夏季特有的负荷高峰和恶

劣天气，滨州供电公司着手准
备加强输配电线路的安全防
护及线路通道的隐患治理，全
面排查吊车碰线、车辆撞杆等
危险隐患；加强变电运行管理
和设备监控力度，有计划、有
重点地对变电站设备及重载
线路开展红外线测温诊断，发
现隐患及时消除，确保老百姓
和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主动走访，密切警企关系

坚持定期开展“警企联动，
服务经济”主题活动，帮助和指
导企业做好防范自身实施经济
犯罪、防范内部发生职务犯罪、
防范遭受经济犯罪侵害的“三
防”工作。经侦大队将辖区内
108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分包给
19名经侦民警，让经侦民警成
为企业的局外法律顾问，真正
实现警企互动。先后处理企业
欠薪案件8起、业务员携带业务
经费逃跑案件5起，侦办骗取贷
款类案件15起，为金融企业挽
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主动护航，最大限度挽损

结合打击经济犯罪各类专
项行动，针对严重损害企业利
益和危害经济社会稳定的经济
犯罪大要案件，经侦大队联合
全县金融部门及相关企业成立
了“经济犯罪侦防协会”，在全
县3个金融网点设立宣教室，针
对大业务、大客户，开展邀请性
服务；各负其责，形成合力，成
功侦办了一批典型案件，将信
用卡诈骗侦办业务延伸至派出
所，助推了经济发展，为维护全
县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起到了
保驾护航作用。

主动宣传，提高防范意识

经侦大队牢固树立“经济
环境也是发展环境”的观念，
加强作风建设，提高群众满意
度，经侦大队长刘建伟组织民
警积极深入企业进行走访和
宣传，加强指导和引导，落实
各项服务举措，努力提升辖区
企业预防经济犯罪案件的能
力，有效维护了良好的经济发
展环境。

借助警民恳谈，积极听取
意见建议，实施“大宣传”，提
高企业防范能力，开展“大服
务”，增强服务企业的针对性。

建立完善预警通报制度。加强
信息动态研判，定期召开重点
企业参加的联席会，将可能影
响经济安全的苗头性问题及
时进行通报，建立服务联系点
制度。

经侦大队“三主动”行动，
深化上门走访，摸排服务到位，
为企业办实事、不断创新警企
协作工作格局。通过与企业“面
对面”沟通，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深层次的服务，努力构建互
动、互助、共赢的新型警企关
系。营商服务工作已经成为阳
信公安局展示形象，展示风采
的又一个工作平台。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周敏

经侦大队“三主动”行动，
深化上门走访。

商店镇全面备战

计生年中考核

商店镇为进一步夯实计生工
作基础,提高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
平,增强村级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积极做好全县卫生计生工作
的年中迎查工作，根据县计划生育
考核要求，商店镇重点做好以下几
点工作: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镇
计生办组织计生专干及村干部召
开专题培训会，认真学习“吃透”县
年中考核方案及相关文件，真抓实
干，查漏补缺，切实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把计生工作做到细中有精，
对计生相关信息做到烂熟于心，确
保顺利通过年中计生检查。

二是重点清理清查流动人口，
强化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商店
镇把流动人口管理作为本次年中
考核的重中之重，加强对流管站和
村专干的日常管理、业务培训,明确
各自的管理范围,使其充分发挥作
用。对沿街门店、企业、部门等进行
拉网式摸底排查,逐一进行登记并
录入系统,防止发生流动人口的漏
管漏查，信息有变化的及时进行变
更,提高信息准确率。

三是进村入户，跟踪督办。截
至目前，镇计生办通过电话督促、
进村入户等多种自我检查方式加
强指导和督办，覆盖率100%，促进
各项工作落实。对发现的问题通过
每周例会清单的方式，一一列出工
作不足和重点及需完成的任务，下
周根据清单通报各村完成情况，增
强了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督办工
作的时效性。

四是摆查问题，逐一击破。针
对计生工作中存在的不同问题，突
出清理违法生育、治理出生人口性
别比、长效节育措施落实、流动人
口均等化服务和档案资料规范完
善等工作重点，对各个环节的工作
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原因，寻找差
距，制定对策，把各项迎检准备工
作做细、做实、做好，确保不出任何
问题，力争在全计划生育年中考核
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五是实时分析情况，做好工作
计划。针对当前的计生工作形势以
及下阶段的工作任务，镇计生办要
求各工作片及各村要认清形势、提
高认识，切实增强计生工作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
实干，再掀计生工作奋力拼搏、赶超
进位的新热潮，确保年中各项工作
目标任务顺利实现。要突破难点、狠
抓落实，推进计生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针对人口出生率、出生性别
比、政策符合率、统计准确率等突出
问题，围绕三个“集中”攻坚突破，即
集中精力，突出抓好专项整治；集中
时间，突出抓好数据核实；集中人
力，突出抓好年中迎检。要落实责
任，严肃纪律，进一步强化责任担
当、强化督查考核、强化兑现奖惩，
学透用好上级计生考核方案，确保
年中计生考核顺利通过。 (安玲)

阳信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作为营商环境服务创建工程
的牵头单位，不等不靠，创新
思路，引导民警紧贴辖区企
业实际，创新服务举措服务
措施便民化，延伸服务触角，
服务发展优质化，擦亮服务
窗口，服务工作规范化，坚持
把公安工作融入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中去推进，放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当中去检验，服务发展
的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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