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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治治安安状状况况达达到到历历史史最最佳佳
刑案、治安案、八类暴力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同比下降7 . 7%、17%、63 . 9%和43 . 8%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陶相银) 5日下午，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公安机关
通报今年前11个月的社会治
安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威海治安状
况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前11
个月，衡量打击处理效能的
羁押 数、打掉团伙数、逮捕
数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 6 . 1 % 、
27 . 3%和8 . 6%；“四下降”，即
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八类暴
力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同比
分别下降7 . 7%、17%、63 . 9%
和43 . 8%。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全市警方共打掉黑社会有组
织犯罪团伙2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17个、恶势力团伙28个、其
他涉恶类共同犯罪34个，抓获

团伙成员488名，破获刑事案
件395起，查处涉案资产1 . 2亿
元。在聚焦涉众面 广的非法
传销犯罪方面，今年共破获传
销案件89起，打击处理犯罪嫌
疑人245人，传销类警情同比下
降89%。此外，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43 .8%和40 .5%，“两抢一盗”警
情同比下降18 .1%。

今年，威海实施了“全警
110”工程，打造融警情调度、
警民联动、合成作战等八大
中 心 于 一 体 的“ 中枢司 令
部”，做强做实市级、区市和
主要警种、派出所三级指挥
机构，强化应急处置内外一
体联动，依托全市6个警务工
作站、125个治安卡点，确保
突发事件能快速出警、全城

响应、30分钟内“关城门”合
围。此外，还打造了实战型指
挥中心，通过合成指挥破获
案件553起，当场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367名，缉捕网
上逃犯117名。在智慧 警务
建设上，在全市布建人脸识
别卡口252个，监控摄像机总
量达到27万台，监控摄像机
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4 6 . 6
台，视频监控在警务实战中
的贡献率提升59%。

今年，全市全面推行社区
警务新模式，全市公安机关借
助警务助理共搜集各类信息
线索6万余条，调处矛盾8000
余起，破获案件1700多起，全
市 可 防 性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17 . 2%。

在警务服务方面，出台了

精准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三十条”、一次办好“十
四条”等服务措施，66项行政
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纳
入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办理，32
项实现全程网办；升级出入境
信息系统，业务办理效率提升
1倍以上，在全省率先实现了
接待大厅全域覆盖和再次签
注制作权全面下放。

今年1到11月份，全市110
共接报警66 . 6万起，其中有效
警情20 . 5万起，同比分别下降
21 . 1%、43 . 5%，“两抢一盗”警
情同比下降18 . 1%。今年以
来，共开展110应急联动29693
次，受理群众紧急求助29365
起，解救被困电梯群众465人，
救助轻生人员86名，找回走失
老人和儿童1673名。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高洪超) 5日，威海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示《2018
年威海市海洋人才团队支持
项目及领军人才》。其中，企业
创新类有两个项目、两人，科
技创新类有一个项目、一人。

企业创新类两个项目(2
人)，分别是，威海世代海洋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活性
海藻酶制剂及创新产业链产
品开发项目(领军人才：余晓
斌)、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海洋工程装备用千瓦
级纳秒脉冲全光纤激光清洗
装备的研发及应用项目(领军
人才：张文武)

科技创新类有一个项目(1
人)是，威海银通新材料有限公
司跨海大桥新型路面铺装及
养护材料产业化项目、张建
东。

此前，市委组织部、市发
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对威海市
海洋人才团队支持项目进行
评审，最终产生3个海洋人才
团队。

按照《威海市海洋产业人
才团队支持计划实施办法》，
12月4日至12日进行网上公
示。各单位和个人如有意见，
可向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反映，个人反映请署真实姓
名及联系方式，单位反映请加
盖公章。

电话：0631-5889512。地
址：威海市高山街角山巷70号
403室。邮政编码：264200。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陶相银) 4日上午，殷树山

先进事迹资料集首发式举行。
由环翠区委宣传部牵头主编的

《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追记
“齐鲁时代楷模”殷树山》一书
发放给各镇街、塔山社区、塔山
中小学及殷树山家人代表。

91度春秋，71年党龄，“齐
鲁时代楷模”殷树山的一生，
活得纯粹坚定，献得干净彻
底，他和老伴刘彩凤“把一生
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本着“高
质量、严要求、精编纂”的编书
原 则 ，《 一 生 献 给 党 和 人
民——— 追记“齐鲁时代楷模”

殷树山》紧紧围绕这一主题，
编写了包括省、市、区委开展
学习活动的决定，殷树山故事
集，殷树山、刘彩凤语录摘选，
先进事迹，媒体报道汇总六大
部分。

本书以31个感人故事、23
组语录及省级主流媒体专题
报道为主线，将殷树山在生活
中的大爱善举娓娓道来，充分
体现了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党员本色和服务群众、献身
奉献的价值取向，是一名老共
产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根本宗旨的行动录，一部
生动厚重值得传承学习的意

识形态和党建领域的典型教
材。

多年来，环翠区将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与市民素养提
升有机结合，大力实施“厚德
环翠”品牌建设，建立道德典
型常态化推荐评选和关爱帮
扶机制，涌现出“齐鲁时代楷
模”殷树山、“第六届全国道德
模范”刘长城、“中国好人”于
秀芹、邢威敏等一批道德典
型，建设道德主题公园、广
场、好人一条街等场所86处、
道德档案馆43个，让群众耳
濡目染地感受典型、学习典
型、争当典型。

积分养老服务中心
这里处处都温馨

11月23日，12349积分养老
服务中心率先在鲸园街道的古
岭、古陌两个社区发放积分养
老卡，该中心也就此开始了试
运营。“试营业期间我们邀请社
区模范带头人、网格长开展了
系列的体验活动，大家一致反
馈体验效果非常好。”张晋说，

“目前，已经发展了积分养老会
员3199人，采集项目志愿者1650
人。年底前，中心会正式营业。”

走进12349积分养老服务中
心，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温馨
的氛围，洁白的墙壁、蓝色的地
面，贯穿走廊的扶手、墙壁上还
点缀着鲜花，处处彰显着人文
关怀。对于老年人来说，爬楼是
件辛苦的事儿，但在这里就没
有辛苦一说了，楼梯旁设置有
楼梯代步器，刷一下卡，踏板自
动放平，站上去，扶着扶手，代
步器便可把人平稳送到楼上。

爱心超市里，分为粮油调
味品区、洗化用品区、老年用品
区、日用百货区，相较于一般超
市，这里的商品并不算多，但它

的价码牌比较特殊，大多数标
注的是“共享积分+公益积分”，
只有部分标注的是“积分+现
金”。

在康复理疗中心，既可以
做理疗，也可以做汗蒸、艾灸，
还有健身器材供锻炼身体。图
书阅览室里宽敞明亮，藏书众
多，来此阅读小憩也是件惬意
的事儿。

张晋说，“正在筹备的综合
办事大厅也即将开展业务，居
民在此可一站式缴纳水费、电
费、暖气费，今后视业务推广情
况推出旅游、家政、订阅报刊、
收发快递等生活服务。”

张晋介绍，12349积分养老
服务中心占地2500平方米，下设
康复理疗中心、图书阅览室、爱
心超市、洗衣房、综合办事大厅、
多功能厅，旨在以积分与消分的
形式，引导老人走出家门，通过
参与各社区或12349组织的“服
务消费赢积分”、“生活缴费得积
分”、“参与公益活动获积分”、

“上老年大学攒积分”等活动获
取积分，并通过纯积分或积分+
现金消费的形式，在12349积分

养老服务中心各网点、异业联盟
单位兑换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如
康复理疗、爱心超市货品、洗衣、
理发、家政服务等。
积分养老是什么？
讲文明就能得实惠

截至2016年底，威海市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7 . 5万
人，占比26 . 39%，是全省老龄
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
剧，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积分养老服务正是由此衍生出
来的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其
核心是老人在购买企业的产品
或服务后，企业给予老人一定
的积分回馈，在不影响企业运
营和老人日常消费的过程中，
以积分兑换更多的养老产品或
服务。通过市场机制使养老产
业进入良性循环，将居家养老
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和社会各
行业涉老服务整合在一起，让
老人零成本轻松积攒养老积
分，以积分带动联盟成员发展，
最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消费
资源互补，动员和激励更多社
会力量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让老人真正享便捷、得实惠。
12349积分养老服务中心

是威海市12349养老服务中心
拓展延伸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项
目，是环翠区政府2018年向社
会公开承诺的为民办实事之
一，也是威海市养老服务中心
的重点孵化项目。

12349积分养老服务中心
选择鲸园街道为试点，一方面
是因为鲸园街道是一个典型的
老城区，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居
多，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在政府加大养老投入的同时，
也需要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共同
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另
一方面，鲸园街道辖区涉老行
业众多，并且拥有205支社区社
会组织和20支街道社会组织队
伍，积分养老服务中心与“诚信
鲸园”品牌建设相结合，政府发
挥自身公信力，宣传和发动诚
信商户和企业加入，在场地、资

金等方面提供扶持和优惠，通
过社区老年居民骨干的带动作
用，吸引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
门参与社区活动。

“我们通过积分来鼓励大
家参加各种活动，一方面人们
能靠积分得实惠，另一方面也
是弘扬凡人善举、助人为乐、关
爱帮扶、见义勇为、崇德向善、
诚实守信等文明行为和社会正
能量。”张晋说，这种新型养老
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前居家
养老问题、满足老年人需求、赢
得老年人信任，而且有利于创
新社会治理模式，引导全民参
与公益助老服务，在全社会营
造浓厚的助老氛围，提升社会
管理水平，同时提升公益服务
能力、助推诚信威海建设以及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也防范了
金融风险，预防非法集资，鼓励
老年人将资金存入银行，而避
免落入非法理财陷阱。

三个海洋人才团队项目

及领军人公示

91度春秋71年党龄，“他”成为一本书

《《追追记记““齐齐鲁鲁时时代代楷楷模模””殷殷树树山山》》首首发发

做做文文明明事事攒攒积积分分，，养养老老得得实实惠惠
结合“诚信鲸园”品牌建设，积分养老服务试水环翠区
文/图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王媛媛

在图书室阅读1小时可获得5个共享积分，参加社区铲除野广告、清理积雪等公益活动每满1小时
可获得10个公益积分，如果是做好人好事还可获得更高的诚信爱心积分……“凭这些积分，50岁以上
的老年人可持12349养老服务积分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购物、理疗、洗衣等消费。”威海市12349养老服
务中心副主任张晋说，“年轻人也可以通过志愿活动获得12349志愿服务积分，留给自己将来用，或者
转给家中老人使用。”

作为全省首家积分养老服务中心，坐落于古陌早市的12349积分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了用“纯积分
或积分+现金消费”兑换商品和服务的积分养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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