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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警方破获杀人抛尸案，嫌犯已被刑拘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田纪康 王风振

近日，阳谷县公安局通过缜密侦查，在莘县警方的大力协作下，成功侦破一起杀人抛尸案，抓获涉
嫌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付某(男，汉族，30岁，狮子楼街道人)，及时消除了社会影响。

独自驾车外出

失联九日无音讯

2018年1月3日，莘县莘
州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家住
莘县十八里铺镇后柳村的
柳某，2017年12月28日下
午，独自一人驾驶白色斯柯
达两厢轿车 (车牌号为鲁
P917*G)去阳谷后，一直没
有和家里联系，电话也打不
通。

急坏的柳某家人四处
寻找柳某的下落，无奈一直
寻找未果，一时间，失踪的
柳某及其所开的轿车也刷
遍了不少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阳谷县公安局接到莘
县 莘 州 派 出 所 的 协 查 通
报：柳某自2017年12月28
日失踪后，其驾驶的白色
斯柯达车辆，在阳谷县狮
子楼惠丰街附近出现过，
且根据柳某的手机通话、
微信转账记录，在柳某失
踪期间，曾经向阳谷县狮
子楼街道的付某微信转帐
3万多元，由此判断柳某的
失踪，付某应该知情。狮子
楼派出所民警立即配合莘
县办案民警找到付某，并
通 知 其 到 派 出 所 接 受 询
问，经对付某询问，其坚称
从未见过柳某，只是在很
早前与柳某电话联系过。

失踪车辆遭遗弃

车上留有血迹

就在派出所民警对付
某进行询问后的当日晚18
时许，狮子楼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一群众报警称：
在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北街
花园居民区，一偏僻胡同

内有一辆无牌白色斯柯达
轿 车 ，停 放 多 日 ，无 人 问
津。

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对车辆现场观察，发现
该车后座放着一副被撬压
变形的车牌，号码为鲁P917
*G，车把手、座套上留有疑
似血迹，通过查询该车辆信
息，车主就是莘县失踪人员
柳某，民警立即安排人员对
该车辆进行监控调查，发现
此前联系的可疑人员付某
就居住在该辖区附近，民警
分析付某在派出所见面时
没有讲实话，莘县失踪人员
柳某很可能已经遇害，民警
立即将该情况上报县局主
要领导，并组织人员在付某

家附近进行布控，观察付某
的行踪，另一方面电话通知
付某到派出所继续了解情
况，在等待较长时间见付某
走出家门，民警为防止其逃
跑，立即对其进行控制并将
其带至派出所进行进一步
讯问。

催要欠款起争执

欠款人下狠手

将付某带至派出所后，
民警立即对其进行讯问，经
对付某的手机进行检测，发
现手机浏览痕迹中涉及到
杀人毁尸、逃避侦查等内
容，微信记录转账显示，其
短时间内花费上万元购买

奢侈品，这与其经济现状不
符。经加大审讯力度，犯罪
嫌疑人付某供述：因其欠
受害人柳某的1万元钱，柳
某多次向其催要，2017年
12月28日下午，柳某驾驶
鲁P9 1 7 *G白色斯柯达两
厢轿车找付某索要，付某
与柳某在阳谷县狮子楼街
道惠丰街土道外见面后，
因何时还钱发生争吵，付
某持砖块将柳某砸晕，又
用刀将柳某杀死，后驾驶
柳某的车将柳某的尸体运
到阳谷县某厂东墙外空地
处将尸体掩埋。

目前，犯罪嫌疑人付某
已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
是法律严惩。

近日，教育部组织专家
到冠县调研学前教育发展
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
辛集镇齐庄社区幼儿园和
第二实验幼儿园，实地查看
了两处幼儿园的建设情况，
并详细听取了两所幼儿园
的工作汇报，重点了解了幼
儿园的基础建设、师资配
备、经费投入和幼儿学习生
活情况，对冠县重视发展学
前教育表示充分的肯定。

近年来，冠县加大财政
投入和政策支持，积极探索
新体制、新机制，科学布局，
规范管理，学前教育水平明
显提升，基本形成了以公办
幼儿园为主体，社会力量办
园为补充的学前教育发展
格局。

加大投入。制定推进乡
镇中心园全部达标，城区幼
儿园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幼
儿园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的三年行动计划逐步落实。
18个乡镇(街道)的20处中心
幼儿园，在2016年、2017年
全部通过省级示范幼儿园验
收，是聊城市11个县市区中
唯一全部通过省级示范性幼
儿园验收的县市。2016年，投
资210余万元对县实验幼儿
园进行扩建，投资1700万元
新建第二实验幼儿园。2017
年，投资300余万元建设三里
小区幼儿园；目前筹资870万
元，计划新建第三实验幼儿
园。2015年以来，投资近8000
万元，新建、改扩建农村幼儿
园78处，配备大中小型活

动器械6 . 7万件，图书杂志共
计17 . 7万册，电教设备及室
内用品4746套，实现了农村
优质学前教育服务网络全覆
盖。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2013-2014年，为公办幼儿
园补充教师编制144人，最
大程度满足生源增长带来
的幼儿教师不足的压力，同
时，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在
不断得到改善。加大对幼儿
园教师的培训力度，2017年
组织园长、教师先后到北
京、青岛、济南等名园进行
现场参观学习，邀请名师、
名园长做专题讲座；依托县
职教中心分期分批进行师
德、音乐、舞蹈、手工技能培
训。发挥县实验幼儿园、各

中心幼儿园示范带动作用，
加大培训力度，园长和教师
的管理水平、业务素质及职
业道德等各方面得到明显
提升。

规范幼儿园管理。严格
幼儿园审批注册和年检，对
幼儿园办园资质、教师资
格、办园行为、保教质量等
实施动态监管；联合公安、
交警、交通、食药监等责任
单位对幼儿园周边环境、安
全保卫、园舍设施、交通安
全、饮食卫生等情况进行不
定期督导检查，为幼儿园安
全管理提供坚实保障。严把
民办幼儿园准入资质，规范
办园行为，切实保障民办幼
儿园健康发展。

(龚长山 王登云)

冠县开创学前教育发展新格局

莘县樱桃园镇党委认真
贯彻落实莘县县委、县政府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会议
精神，该镇通过镇党委主要
领导亲自调查研究、动员部
署、督查推动，确保全镇精
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

该镇成立以镇党委书
记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
组长，扶贫办、财政所、经
管站办及各管区书记、包
管区领导为成员的扶贫攻
坚领导小组，设置扶贫办
公室，真正在全镇形成主

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各办、站、所全面
抓的工作格局，明确职责
和任务分工，落实专项经
费，做到机构、人员、经费、
责任“四到位”。通过召开
村组干部会和群众会、驻

村干部走村串户、LED显
示屏、党务村务公开栏等
方法在村组干部和群众中
进行广泛宣传，调动扶贫
干部积极性和主动性，激
发贫困户脱贫致富愿望。

(李海国)

莘县樱桃园镇确保扶贫工作顺利进行

近日，妹冢镇组织机关干部为
贫困户捐物活动，用爱心温暖贫困
户的生活。捐物活动中，机关干部纷
纷捐出棉衣、棉被、油面米等物，表
达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鼎力支持。本
次“爱心物品”捐赠共收到棉衣棉被
187件，油米面26件，将全部分发到
贫困户手中。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爱心物品”汇暖流

近日，莘县“两会”正在有序进
行，在会议讨论和提案过程中，妹冢
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表示出
了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讨论中，
将如何带动产业脱贫、精神脱贫、智
力脱贫等诸多课题列入到提案内容
中，并给出了详细的建议，相信这些
可以反映基层脱贫攻坚工作者的心
声，助力全镇的脱贫攻坚工作。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两会”代表关注脱贫攻坚

近日，妹冢镇从全镇贫困户
中，统计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计生
群众，开展计生优抚走访活动。本
次活动共走访贫困计生家庭23户，
将统一上报县卫计委，然后集中开
展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脱贫
攻坚氛围，让他们过一个安详快乐
春节。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开展贫困

计生家庭优抚活动

今年来，妹冢镇政府充分利用
上级扶贫资金，在康园基地投资130
万元，建设10个高标准蔬菜大棚，以
每棚每年1 . 3万的租金价格出租给
种棚户，租期不少于10年。租棚户从
10月份接棚，目前，每棚黄瓜收入已
经超过1万元，棚内黄瓜还可生长两
个多月，每棚一年可种植3茬蔬菜，
收入8万元左右。 (秦晓丹)

莘县妹冢镇：

项目扶贫棚效益明显

妹冢镇在脱贫攻坚战过程中，
全面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
的监督责任。出台实施脱贫廉政建
设细则，有关部门和个人认真学
习，做到警钟长鸣，夯实廉洁基础；
镇党委书记不定期为镇村干部上
党风廉政课，进一步阐述扶贫领域
容易诱发违反纪律的细节，增强镇
村干部思想认识；加强纪委的监督
责任，镇纪委定期组织人员对全镇
扶贫领域进行监督和审计，发现不
足，立即整改，确保全镇扶贫领域
的廉政建设取得实效。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抓好扶贫领域廉政建设

近日，“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如火如荼地进行，妹冢镇组织管区
专职人员走访慰问贫困党员，向贫
困党员询问对村支部换届选举工
作的建议和意见，充分尊重和保障
他们的党员权利。通过走访，有效
地保证了贫困党员的合法权益，摸
清了村内党员的民意基础，取得良
好走访效果。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

走访慰问贫困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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