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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安全

长清公安搭建新型警企关系

济南长清计算机应用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气体报警器、探测
仪等安全检测及防护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长清区内规
模较大的福利企业，现有残疾人员工102名。自开展“双百”工程以
来，长清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多次到企业对接走访、深入座谈，详细
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做好动态贴靠服务，搭建互动联动、共赢多
赢的新型警企关系。

出谋划策
做好法制宣传
近期，长清分局多个警种
到辖区企业举办座谈会，从经
济犯罪、安全防范、交通管理、
消防安全、内保管理、网络安全
等方面入手，对企业存在的问
题进行探讨，对企业的发展出
谋划策。整合各警种负责人联
系 方 式 ，制 作《 警 企 协 作 通 讯
录》，向辖区企业进行推广，实
现警企“零距离”服务。
定期组织开展进厂送法、
入企宣传等活动，开发区派出
所打造了“陈警官说防范”品牌
栏目。针对企业内聋哑人多的
特点，计算机应用公司自主设
计了弱势群体安全防范宣传课
件，采用手语翻译、图片文字等
形式，向聋哑职工进行全方位
宣传，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转变思路
推进警务前移

上门服务。定期组织社区
民警到计算机应用公司宣传居
住证政策，目前已发放宣传材
料200余份，为70多人办理了居
住证。
微信服务。运用微信平台，
建立了警企防范、经侦联动等
联络群，定期发布各类防范、预
警信息，在加强与企业联系的
同时，民警主动了解企业动向，
加强与员工的沟通，为他们提
供咨询、解决问题。
入微服务。为避免服务企
业流于形式，辖区派出所将警
务室直接设在企业内部，及时
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打造零
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软
环境。

净化环境
确保企业安全
整治企业周边治安环境。
以社会治安整治行动为契机，
结合“三区三圈”治安秩序净化
提升行动，辖区派出所定期对
企业周边的浴室、网吧、宾馆等
场所开展“拉网式”清查，规范
企业周边的治安秩序，压缩涉
企违法犯罪的空间。
开 展“ 护 企 助 企 ”专 项 行
动。凡是涉及侵害企业合法权
益的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知识
产权等案件，无论案值大小，一

长清公安分局领导详细了解辖区企业经营状况。

律按照“最快时间初查立案、最
短时间侦查破案、最大程度追
赃挽损”的要求，盯案不放，全
力攻坚，努力减少企业经济损
失。对一时未能破获的涉企案
件，建立逐案回访机制，定期组
织人员对涉案企业进行回访，
说明案件侦破进展情况，了解
企业的意见和要求，并注意从
中挖掘新的、有价值的涉案线
索。同时，根据企业内部可能发
生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
商业秘密等经济违法犯罪情
况，变“坐堂办公”为主动防范，
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本报通讯员）

介入重大项目开展同步预防

长清检察院着力打造现代化基层示范院

近年来，长清区检察院认真落实高检院、省院对基层院建设的新要求，以争创“八
化”
“ 六型”建设示范院为契机，以深化“三项建设”为载体，着力打造现代化基层检察院，
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民心检察在行动
本报通讯员

王运伟

强化宗旨意识
便民服务保障
取得新成效
着力服务项目建设。制定
检察官联系重大项目实施意
见，组织对重点项目全程对接、
全程服务、全程保障，及时有效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积极介入
轨道交通R1线开展同步预防；
与大众报业集团举行“共同开
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意见”会
签仪式，启动大众报业印务中
心西迁项目工程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与中国邮政集团长清区
分公司深入推动“预防职务犯
罪邮路”工作等。
着力助推基层治理法治
化。加强4个派驻基层检察室建
设，受理来信来访168 件，受理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29 件，协助
办案37 件，监督纠正社区矫正
违法情形29 件，办理轻微刑事
案件58 件。派驻济南经济开发
区检察室突出区域特色，发挥
区位优势，努力打造“产业园区
检察室”和“大学生身边的检察
室”工作品牌，被授予全省优秀
派驻检察室。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
有了新提升
坚持业务立检。近年来，长
清区院共立查职务犯罪案件59
件61 人，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
罪嫌疑人328 人，提起公诉973
人。开展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
犯罪专项工作，办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非法经营等犯罪案
件69 人。批捕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等犯罪案件29 人，起
诉37人，保障了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坚持规范司法。建设集安
全性、智能性、规范性于一体的
涉案物品保管中心，完善网上
网下“一站式”标准化检察服务

大厅；开展整治司法不规范行
为，查摆整改问题46个，修订司
法办案制度规范109项；推行重
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
机关意见机制，引入律师介入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办案质效
全面提升。

针对危化品运输车

交警执法站昼夜把关
长清区交警大队

本 报8 月17 日 讯（ 记 者
张帅） 记者日前从交管部门
获悉，为集中清理涉及危化品
运输车辆的道路安全隐患，即
日起至年底，长清交警大队将
开展危化品运输车“大排查、
快整治、严执法”紧急行动，严
查相关车辆重点违法，强化辖
区道路运输安全。
集中开展违法整治。以危
化品运输车超载、非法改装、
大吨小标等违法为查处重点，
在辖区重点时段和区域部署
警力，通过异地用警、交叉检
查等措施开展集中查处；全面
启动 执法站24 小时 值班备勤
制度，严格落实相关通行规定
及“七必查”措施，对危化品运
输车严重违法行为“零容忍”；
将辖区内相关车辆信息全部
导入缉查布控系统，采取“网
上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危
化品运输车实时预警、重点查
缉，强化动态监管。

集中“清剿”安全隐患。建
立危化品运输车隐患排查机
制，重点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
况及紧急切断装置安装情况，
督促车主及时处理车辆违法
记录；建立车辆驾驶人预警机
制 ，开 展 交 通 违 法“ 清 零 ”行
动，对驾驶人违法记录特别是
记满分未学习、逾期未审验、
逾期未换证等情况及时预警，
并督促其处理。
加强应急及溯源管理。完
善危化品道路运输应急管理
机制，加强与消防、安监、卫生
等部门合作，定期召开联席会
沟通、解决问题；建立道路交
通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库，定期
组织专家对一线民警、车辆驾
驶人进行交通事故应急处置
培训和演练，提升应急处突能
力，严防次生事故；建立违法
信息抄告机制，将超载车辆抄
告至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针对
非法改装车辆，改装地点确定
的，抄告至经信、工商等部门，
打击非法改装点；落实联合惩
戒措施，对违法车辆所属的运
输企业，依法实施大额处罚，
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强化工作活力
改革思维
有了新转变
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遴
选首批员额检察官27 人，完成
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分 类 改 革 。探 索建立完善重大
疑难案件的提前介入机制，
成立
课题研究攻关小组，
通过与公安
机关充分探讨，制定了《关于完
善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机制
的意见》，提 前 介 入12 起 案 件 ，
收到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探索建立“重大监督事项
案件化”办理模式，正在逐项制
定详尽的程序规范、标准的证
据规则、严谨的管理模式、完整
的办案流程和科学的考评标
准，力求有效规范监督活动，推
动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撑 破 肚 皮 的“ 面 包 ”
8 月14 日晚，长清交警大队京福高速中队在归德街道执勤
时，查获一辆严重超员面包车。经核查，牌号为鲁AN1× × × 的
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28人。该车驾驶员将面临记6分、罚款200元
的处罚，并参加安全教育学习。
本报通讯员 郭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