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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案件同比下降26 . 31%，入室盗窃案件同比下降72 . 6%

““五五区区三三圈圈””打打造造宜宜居居平平安安高高新新
马斯卡廷文化中心

落户高新免费开放

创业知识大讲堂

助力年轻创业者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杨津
亮 ) 为进一步完善创业孵化服务
体系，更好地为各类创业者提供专
业化的创业指导与服务，近日，济南
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面向入驻企
业和周边园区的创业者组织了首场
创业知识讲座。这次创业知识讲座
是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探索
政府部门与专业社会资源合作开展
创业服务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据了解，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
化中心近期已与深圳一家专业创业
服务机构初步达成合作协议，由该
机构邀请国内知名创业导师或成功
企业家对入驻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
心的企业或其他年轻创业者开展创
业咨询或服务活动。在此次创业知
识讲座中，创业导师针对创业者关
心的如何用系统思维梳理组织架
构、优化商业系统；如何用发展思维
描绘愿景，提升领导力；如何按照市
场规则，洞悉商机，吸引社会资本；
如何更好地招人、育人、留人，最终
把企业打造成良性发展、自动运营
的优秀企业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
讲解，旨在帮助初创企业逐步树立
产品思维、团队思维和客户思维。

从参加讲座的企业反馈来看，
这次创业知识大讲堂活动给初创企
业带来了创业新理念、新思想和企
业未来发展的新构想，对提升创业
能力，避免企业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启迪。

据悉，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
中心还将与该创业服务机构，根据
创业者需求，陆续开展创业知识宣
讲活动，面向全济南市创业者提供
专业化的创业服务，促进更多的劳
动者积极投身创业实践。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高宣)

近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之
窗文化产业集团主办的美国之窗暨
马斯卡廷文化中心开幕仪式在济南
高新区举行，并正式落户济南高新
区，永久免费向民众开放。这也是马
斯卡廷市在中国设立的首个城市文
化中心。

在开幕式上，对于中心落户泉
城，美国爱荷华州马斯卡廷市市长
德文·马克·霍普金斯相信，这是个
良好的开端，在这里人们可以亲身
体验马斯卡廷的地道文化，感受纯
正的美国中部生活，了解当地的经
济发展和农业科技，以及当地民众
与中国的特殊情谊。

马斯卡廷文化中心的落户，标志
着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架起新的桥梁。
马斯卡廷文化中心的开幕，也是一场
中美文化交流及艺术展览的盛会。在
马斯卡廷文化中心开幕仪式当日，儒
家文化博物馆、齐鲁特色文化展示中
心同时开馆。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
王大千表示，孔子基金会也希望把古
老的中国文明和悠久的中华文化介
绍到美国，让两国民众增强了解。

坐落在美国爱荷华州的马斯卡
廷市素有“密西西比河上的明珠”的
美誉，曾经是全球珍珠纽扣行业的
领导者，同时也有“美国粮仓”和“世
界西瓜之都”之称。此次落成的马斯
卡廷文化中心是马斯卡廷市在中国
设立的首个城市文化中心。该中心
内部通过马斯卡廷城市历史文化故
事展等三部分展览，展现了马斯卡
廷市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也梳理
了历史上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
有趣故事。

“三多两形成”

成新常态

近些年来，随着高新区建
设发展的日益加快，尤其是大
量外来人员的涌入，给高新区
社会治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高新区“三次创业”的提出，
也要求高新区有一个稳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为保障。

“落实市局党委‘三区三
圈’治安秩序净化提升行动，适
应高新区‘三次创业’的发展要
求，就要适应‘三多两形成’的
区域发展新常态。”济南高新区
公安分局局长张新华认为，高
新区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新的
常态，即征地拆迁多、重大项目
落地多、大型展会多，新建小区
正在形成、大的商业形态正在
形成，这也成为高新区治安案
件出现的大环境。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保障社
会稳定？高新公安分局提出了

“五区三圈”的治安秩序净化提
升行动。“市局‘三区三圈’着眼
于整个济南市，但高新区有自
己特殊的实际情况。”张新华介
绍，结合高新区实际，“五区三
圈”中的“五区”，除了有市局提
出的政区、站区，还包括园区、
小区、会展区，“三圈”也与市局
有所不同，没有“医圈”，但增加
了“工地圈”。“五区三圈”即政
区、园区、小区、站区、会展区、
校圈、商圈、工地圈。

前段时间，济南市公安
局针对全市“政区、景区、站
区，校圈、医圈、商圈”“三区
三圈”进行治安秩序净化提
升行动，“治安秩序净化提
升年”正式拉开帷幕。济南
高新公安分局根据高新区
实际，将“三区三圈”拓展延
伸为“五区三圈”。何谓“五
区三圈”？“五区三圈”如何
打造平安高新？近日，记者
专访了济南高新区公安分
局局长张新华。

本报记者 修从涛

“五区三圈”以打促防

“五区三圈”都有各自针
对的治理重点。以“小区”为
例，张新华介绍，目前高新区
舜华路街道辖下就有40多个
小区，随着新建小区的越来
越多，入驻的居民也越来越
多，但由于新建小区的物业
管理以及党政机关基础薄
弱，再加上新建小区入驻群
体结构复杂，入室盗窃、邻里
纠纷、堵塞消防通道、乱占车
位、噪音污染等频发。“像入
室盗窃案件，老百姓睡着觉

就进来人了，严重影响安全
感。一旦发酵，还容易形成伤
害甚至杀人案件，是我们严
厉打击的重点。”

此外，在“三圈”中，高新
公安分局提出要加强“工地
圈”的治理。“高新区发展快，
项目落地多，伴随带来的治安
案件也多。工地不稳定，影响
到项目建设速度和高新区形
象。”张新华介绍，为加强工地
管理，分局提出了项目开工前
的“五有”(有联络员、警务室、

保安、监控、法律宣传牌)，建
设期间的巡逻频次，务工人员
的身份采集等。

据介绍，在整治“小区”
方面，高新公安分局成功侦
破了“ 4·1 1”特大入室抢劫
案，在整治“工地圈”秩序方
面，高新区公安分局破获了
强占工程类案件5起。此外，
还破获了扰乱保税区物流秩
序的“弹弓帮”；依法取缔2家
娱乐场所(九歌休闲会所、格
调香薰会所)等。

打造平安高新样板工程

自高新公安分局开展“五
区三圈”专项行动以来，已经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据了解，
与往年同期相比，高新区的电
信 诈 骗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26 . 31%，入室盗窃案件同比
下降72 . 6%；偷窃电动车高发
点消除2个。

张新华介绍，通过开展
“五区三圈”专项行动，就是
要打造平安高新的样板工

程，总的目标就是发案少，
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
意。据了解，为了实现宜居
平安高新的样板工程，高新
公 安 分 局 设 立 了“ 五 区 三
圈”整治领导小组和专项行
动办公室，此外在分局内部
加 强 管 理 ，实 行 破 案 积 分
制、1 1 0接处警积分制和基
础工作积分制，将考核监督
纳入机制。

为了减少对居民安全
感影响较大的小区多发案
件，高新公安分局对辖下小
区 开 展 了 小 区 治 安 防 范

“4F”(人防、物防、技防、消
防)工作，今年高新区60%以
上的小区要完成“ 4 F”相关
配备。与此同时，分局还将
加强巡逻管控，提高群众出
行的安全感，“白天见警察，
晚上亮警灯”。

4月11日凌晨，高新区警方接到家住盛世花城小区住户的报警，报警人称遭遇入室抢劫，9000多元现金、3张银行卡、4部手机被抢，以及
一辆价值160万元的奔驰轿跑被歹人开走。高新区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进行案情调查。据调查，11日凌晨，一伙4人以楼下漏水之名敲开了受
害者隋某租住的房门，之后持刀威胁，将隋某以及几名一同租住的朋友捆绑之后，对财物实施抢劫。“以车找人。”经经过对案情的研判，高新
警方随即开展追踪，很快发现嫌疑人及被抢劫车辆在庆云县出现，专案组民警随即赶往庆云县。当天下午2点多，2名分完赃款的嫌疑人被警方

抓获。据供述，嫌疑人张某曾被一个传销组织骗走8万元，生活陷入困境。做过二手车生意的张某，得知受
害人隋某正在售卖一辆限量版的奔驰车而生歹意，于是从网上约来一伙臭味相投的人实施抢劫。12日

下午，6名劫匪全部落网。30个小时内，“4·11”持刀入室抢劫案告破。

相关案件
““44··1111””持持刀刀入入室室抢抢劫劫案案案情回顾

记者专访高新公安分局局长张新华。 通讯员 高公 摄

根据纳税服务规范及办税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需要，高新国税分局对办税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优
化，日前，位于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楼的新办税大厅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办税空间让人耳目一新。记者
了解到，新大厅采用开放式办税窗口，提供外网电脑、无线路由器、打印机、复印机等供纳税人办税
使用，并在纳税人等候区配备沙发、座椅、税收政策类报刊、小药箱和饮品等，给纳税人带来了全新
的服务和体验。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高宣 摄影报道

新办税大厅
给你新体验

▲新大厅开通无线网络方
便纳税人。

国税新办税服务厅投入
使用。


	E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