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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政法系统紧盯廉政风险点

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一心为民
一心为
民 守护安康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姜波 成
言） 近日，福山区委政法委牵头制定全区政法系统青年素
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从青年干警抓起，
引导青年干警努力
做政法系统清廉建设的表率引领者。
在实施中，
该区法院健全落实制度规范，
实现
“当下治”
与
“长久立”
相统一，
每周开展一次纪律作风联合督查，
每两
周开展一次审务督查，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报督促整改，
引
导党员、干警筑牢廉洁司法思想防线。该区检察院建立督
导通报机制，已开展督导检查活动 4 次，发布督察通报 3
期，对各部门在日常考勤、会风会纪、工作推进落实等各方
面内容进行通报。该区公安分局统一梳理印制《政治体检
及风险防控自查手册》，分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对照政治
体检及风险防控排查清单，
突出重点岗位、重点领域和队伍
管理“八小时以外”风险点，开展一次政治体检和风险点排
查，有力清除各类问题隐患。该区司法局围绕排查确定的
风险点和风险等级，
进行张榜公示，
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梳
理规范，建立完善的制度措施，规范工作流程，实行节点控
制，
转变认识，
形成
“以岗位为点，
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
环环相扣的廉政风险点防控机制。

莱阳市公安局古柳派出所打造升级版
莱阳市公安局古柳
派出所打造升级版
“枫桥式派出所
枫桥式派出所”
”

临近中秋，
梨乡莱阳碧空如洗，
秋风微凉，
在古柳街道道口村丹崖路附近，
民警冯明山正驾驶警车沿街巡逻，
密切关注街面上随时可能出现的警情。
2019 年，莱阳市公安局古柳派出所被确定为全省第一批“枫桥式派出
所”。3 年来，古柳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发扬“忠诚担当、实干创新、廉洁
正气”的新时代梨乡公安铁军精神，创新打造出了“四个一体化”全省升级
版“枫桥式派出所”
。

”

副大队长傅世乾介绍，他们曾经到浙江诸
每日步行巡逻两万步
暨去学习“枫桥式派出所”经验，回来后成
立了道口警务室。在此基础上，历时百余
排查电话数百个
天建立起 850 人左右的联防联控志愿者
2019 年，莱阳市公安局古柳派出所获
团队。依托青年志愿者联盟、出租车司
得全省首批“枫桥式派出所”荣誉后，紧接
机、医生、环卫工、新奥燃气、美团、快递员
着就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古柳
和村里的治安员，组建了 47 个微信工作群
街道位于莱阳城郊接合部，蓝烟铁路、烟
与 警 务 室 互 动 ，及 时 传 递 各 类 警 情、信
青威城际高速铁路由此穿过，换句话说， 息。有这些志愿者“义警”服务老百姓，能
来来往往的旅客都要从古柳经过，可想而
够及时化解纠纷、采集信息等，让老百姓
知，疫情防控工作压力是何等之大。处于
感受到了“及时雨”般贴心的服务，极大程
胶东半岛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古柳派出所
度地补充与深化了派出所的警务工作。
还经常接到临时性的安保任务……而这
古柳派出所所长李跃金说，在日常的
一桩桩一件件的工作都落在了古柳派出
工作中，他们要求民警发扬热心肠作风，
所干警们的身上。
主动作为，依照“深化大厅便民服务、深化
2020 年，古柳派出所接到一次重要的
警务延伸服务、深化一警多能服务”的要
安保任务，需要排查铁路沿线安全隐患， 求开展工作，倡导全体干警增强“我为群
并且要巡线。那段时间，民警冯明山和同
众办实事”意识。3 年来，古柳派出所的干
事们每天都要沿着铁路线徒步行走，每天
警们为辖区 514 个村企、场所 3.8 万人直
来来回回差不多要走 2 万多步。纵使如此
接提供户政、车驾管、出入境咨询等“家门
辛劳，当疫情态势严峻时，他们依旧要挨
口”服务，警务动能辐射到莱阳南部乡镇
家挨户地采集信息，每天拨打数百个随访
40 多万人口，群众的满意度上升了 0.6%
电话。
“这时候，所里的干警们不分年龄大
个百分点。
小，不管身体是否健康，全都上了”，所长
古柳派出所以疫情防控和安保维稳
李跃金说。
为重心，创新推出“警务+综治”社会维稳
其实，这些默默奉献与挺身而出，都
新模式，实现了“联防联控四级维稳联动
源于古柳派出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创
同步、社会力量叠加同步、社区治理保障
新党的建设一体化”，以打造“政治三力” 同步”三个同步，夯实了基层基础，辖区的
创新推出“铁支部铁党员、铁堡垒铁旗帜” 发案率平均每年下降 13.6%，矛盾纠纷化
党建品牌为引领，实现了升级组织生活、 解率达 91.7%。
升级先锋队伍、升级党建文化“三大升级”
厚厚一沓工作笔记
目标，让全体干警自觉以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为表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初心，
记录点点滴滴警务事
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9 月 2 日上午，冯明山和同事们拿出
百天组建志愿团队
了一沓厚厚的工作笔记，上面清楚地记录
着每一笔处理完和待处理的警情。其中
“义警”
贴心服务在身边
写着，去年某天，古柳辖区某加油站服务
古柳派出所重点推出“把握安保维稳
员加油后，司机没有支付油钱便驾车扬长
重心，创新社会联动一体化”。治安大队
而去。民警前往调看监控发现车牌号模

这个苹果有点
“贵”
高速路停车吃苹果被罚 200 元

糊，司机也因为佩戴口罩而无法辨认。后
词，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接受政治洗礼。
来，在大数据的支持下，
民警找到了这位犯
要求对民警岗位履职实行清单化管理，领
迷糊误以为付了款的司机，
补缴了油钱，
查
导干部纳入执行力考评，厘清“负面清单”
明其认为自己是该加油站会员，便可自动 “问题清单”
“权责清单”三张清单，做到知
扣款。冯明山说到，
把这些警情记录下来， 责、明责、失责、追责。
主要为在以后的工作中处理类似警情作参
李跃金说，3 年来，全体干警遵规守
考，
当然也是档案记录的要求所在。
矩，无一人违法违纪违规，派出所连续 3 年
古柳派出所“锚定淬警励警标准，创
被评 为一级单位。古柳派出所创新打造
新内外兼修一体化”，以建设“四个铁一 “四个一体化”升级版“枫桥式派出所”，彰
般”铁军为尺度，加钢淬火“枫桥式派出
显出强大的社会融合力、社会防控力和社
所”建设，实现队伍建设红色育警常态化、 会服务力，他们会将“枫桥式派出所”传承
岗位砺警常态化、评警议警常态化“三个
好、维护好、发展好，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
常态化”。结合警察节、清明节、建党节、 础工作根基再做贡献。
国庆节和新警入所、入党、重大任务誓师
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动员等时机，组织民警重温入党、入警誓
通讯员 田雨 黄鑫 摄影报道

三级联动，土地纠纷
“调”
好了
牟平法院诉源治理挺进村居

近日，牟平区一起六亩土地引起的侵权
纠纷被成功化解，叔侄两家从对薄公堂到握
手言和。牟平法院大窑法庭联合龙泉镇、六
甲村干部，启动三级联动调解机制，上演了
一出解纷好戏。

亲戚反目 祸起流转果树被毁
王大强（化名）、王有志（化名）均是牟平
区龙泉镇六甲村村民，二人虽为叔侄，但年
龄相差不大，两家关系甚好。侄子王有志因
身体原因将自己承包的 6.11 亩土地交给叔
父王大强耕种。2022 年 4 月，王大强未经王
有志及其家庭户内其他承包人同意擅自将
土地上三百棵果树出售给了他人，引起王有
志不满。王有志一家和气地找叔父解决问
题，哪料王大强坚称果树只卖了 500 元，也
只愿赔偿 500 元，双方就此发生矛盾，并愈
演愈烈。实在气不过，王有志一纸诉状投至
法院，要求王大强按照果树征收补偿标准赔
偿其损失 72000 元。
见叔侄二人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案
件承办法官侯悦霞判断案件调解难度很

大。于是，她携手庭内具有丰富农村调解工
作经验的法官助理姜志东一起化解纠纷。
他们了解到原告王有志现身患重病，已不能
正常表达，本案基本由其女儿做代言；而被
告王大强身患心脏病、哮喘等多种疾病，妻
子智力低下，俩人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生活
举步维艰，几乎没有履行能力。王大强一直
念叨着自己没钱，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知
道自己砍树不对，但也表示即使判自己无期
徒刑也是无钱赔偿。案件由此陷入僵局。

菜品
大白菜
土豆
紫甘蓝
茭瓜
胡萝卜
青萝卜
尖椒
圆椒
黄圆葱
紫圆葱
绿黄瓜
刺黄瓜
圆茄子
大山药

价格
1.4 元
2.2 元
1.2 元
3元
1.6 元
3.5 元
3.8 元
4元
1.3 元
1.1 元
3.5 元
2元
2.4 元
5.2 元

菜品
小山药
西红柿
紫茄子
绿茄子
芹菜
扁芸豆
白芸豆
无丝豆
菠菜
韭菜苔
有机花菜
西兰花
香菇
苦瓜

另辟蹊径 迎来案结事了

8 月 30 日早晨，侯悦霞与姜志东冒雨来
村，两位村干部早已在村委办公室等候。法
官、村干部组成调解小组，
对案件进行了进一
考虑到原被告是同村村民，争议土地也
步探讨。在对两位当事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及
在该村，侯悦霞决定启动三级联动调解机
心理预期等进行了仔细分析后，
调解小组一致
制，与当事人商定 8 月底进村，联合镇、村、法
认为原告诉求合理，
但被告确无履行能力。为
庭三方力量共同调解。
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实质性
8 月 25 日，侯悦霞首先与镇综治办负责
化解纠纷，
调解小组决定寻找其他补偿方案。
人常宗信取得联系，双方沟通了案件情况。
调解小组耐心为矛盾双方分析纠纷起
经了解，六甲村村委主任、书记杜朋是一位
因及各人应承担的责任，并基于事理、情理、
年轻、有担当的村干部。
“ 村干部的积极参
法理苦口婆心地做调解工作。
“ 两位村干部
与，肯定有助于案件早日妥善化解。”侯悦霞
发挥了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方面的优势，对双
暗忖。同时，姜志东也与村调解主任及法务
方当事人进行了真诚的劝解，我们则为当事

三级联动 合力化解纠纷

烟台幸福蔬菜批发市场每日菜价（每斤）
时间：
2022 年 9 月 8 日

助理王洪杰取得联系。王洪杰是一名老调
解员，一身正气，并且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熟
知村民情况。俩人对案件进行了积极有效
的沟通和探讨。
经过周密组织和计划，
侯悦霞通知原告女
儿及被告于 8 月 30 日到村委解决问题，
杜朋、
王洪杰均将到场进行矛盾纠纷的协调化解。

（仅供参考）

价格
3.7 元
3.5 元
3.8 元
3.6 元
1.6 元
6元
7.5 元
6元
1.5 元
6元
4元
8.5 元
4.8 元
2.8 元

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
时间：
2022 年 9 月 8 日

（仅供参考）

名称

规格

零售价格

名称

鲜活

零售价格

鲈鱼

500 克左右新鲜

28 元/斤

鲳鱼(小)

新鲜

7 元/斤

鲅鱼

1500克左右新鲜

22 元/斤

海虹

新鲜

2 元/斤

小黄花

新鲜

16 元/斤

黑蛤

鲜活

6 元/斤

长腿蛸

鲜活

23 元/斤

飞蛤

鲜活

18 元/斤

黑鱼(大)

新鲜

40 元/斤

刀把蛏子

鲜活

110/斤

赤贝

新鲜

7 元/斤

螃蟹

鲜活

130 元/斤

27 元/斤

牙片鱼

鲜活

75 元/斤

加吉鱼 500 克左右新鲜
刀鱼

新鲜

25 元/斤

赤甲红蟹

鲜活

28 元/斤

墨鱼

新鲜

25 元/斤

花盖蟹

鲜活

25 元/斤

鲍鱼

6 个头新鲜

68 元/斤

黄鳝鱼

新鲜

40 元/斤

海螺

新鲜

35 元/斤

偏口鱼

新鲜

16 元/斤

人释法明理，阐述案件利害关系，合力解决
了难题。”侯悦霞告诉记者，原告先对赔偿数
额做了让步，同意 300 棵树按每棵 150 元赔
偿 45000 元。履行方式上，被告同意把从原
告处流转的土地全部返还给原告，同时把自
己栽种的所有樱桃树交给原告作为赔偿。
因数额不够，被告还同意给原告适当数量自
己饲养的猪、羊等家畜作为抵偿，双方最终
达成了调解协议。
此时虽已临近中午，为确保案结事了，
调解小组又一鼓作气驱车前往涉案承包土
地处，对被告要交接的标的物进行了进一步
交付和履行的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怨气也在
感动中慢慢消融，
一场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此案有了二位村干部的参与才得以快
速圆满化解，我们能感受到当事人对他们的
工作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侯悦霞表示，
“在基层矛盾化解过程中，基层组织发挥着
重要作用。哪个村委组织力量强、干部战斗
力强，哪个村的矛盾纠纷产生得就少、化解
得就好。法庭加强与村镇的协调合作，将大
大减少纠纷的产生。
”
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请认准“至宝”牌三鞭酒
商标和国家批准的专用标识
烟台中亚至宝药业有限公司 1931 年
创立，至今已有 91 年历史，是中华老字号
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
公司在商超、餐饮渠道销售的三鞭
酒均使用“至宝”商标，是国家批准的拥
有保健食品标识产品

。

请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三鞭酒产品时
擦亮眼睛，认准“至宝”牌商标，认准国家
批准的保健食品专用标识

。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讯员 李军晓）
9 月 6 日，沈海高速公路栖霞段 442 公里处，陈先生将车停
在应急车道内削苹果吃。不过，
让陈先生没想到的是，
他因
为在高速公路上违停，这个苹果让他付出了 200 元罚款、扣
9 分的代价。
当天 13 时许，烟台高速交警栖霞大队指挥室在视频巡
查中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靠在沈海高速 442 公里应急车
道内，驾驶员迟迟没有下车，车辆也未开启双闪、未进行任
何防护措施。
栖霞大队指挥室立即联系就近执勤民警赶赴现场。民
警到达现场后，立即上前查看情况，走到车前发现，车上驾
驶员正在悠闲地削着苹果。经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陈先
生是从莱阳出发，
想要前往芝罘区办事，
在行驶至此处时感
觉有些口渴，
于是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休息，
打算吃个苹果
解渴。民警将陈先生引导至中桥收费站，对其进行了普法
教育，并依法对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
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 元，
驾驶证记 9 分的处罚。

法官上门为老人解
“薪事”
招远法院三起劳务合同纠纷一调了之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薛永超）
近日，
招远法院杨桂清速裁团队采用合并调解的方式，
法官
上门为古稀老人解“薪事”，成功调解三起劳务合同纠纷案
件，
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022 年 8 月，三位古稀老人来到招远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臧某、王某某夫妻二人偿还拖欠的工资，
案件被分流到
速裁团队进行诉前调解。收到案子后，调解员路斌武立刻
联系三名原告了解具体的案件情况。三名原告均年事已
高，但为了贴补家用，辛苦帮助被告夫妇种植番薯，以此换
取劳动报酬，
每人千元左右的工资，
被告却没有如约给付。
路斌武立即着手展开诉前调解工作。因被告常年在外
地，路斌武通过电话与之沟通，被告认可欠薪的事实，声称
手头暂时不宽裕，
支付工资有困难。
路斌武详细向被告说明了情况，耐心地解释相关法
律。经过多次线上协调，被告最终主动联系原告就还款事
宜进行协商，
并达成和解，
三名原告随即向法院提出撤诉申
请。考虑到三名原告均居住在招莱交界处，距离法院较远
出行不方便，
路斌武便带上书记员驱车前往原告家中，
为三
人办理了撤诉手续。

法庭上虚假陈述被罚 5 万
海阳法院开出不诚信诉讼
“罚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郭宏伟）当
事人为了得到于己有利的裁判结果，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
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此举非但难以
“胜诉”
，
还有可能收到法
院的“罚单”。近日，海阳法院对一起案件中作虚假陈述的
当事人作出罚款决定书，
对其不诚信诉讼行为罚款 5 万元。
在吴某诉烟台某科贸有限公司、李某、车某合同纠纷案
件的一审、二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被告烟台某科贸有限
公司均否认其与第三方公司另行签订合同，且原告吴某未
能提供烟台某科贸有限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合同，故
在一审、二审、再审中，法院并未支持原告诉请的预期利益
损失。
其后，
烟台中院依职权再次启动再审。然而，
烟台某科
贸有限公司在再审中反转主张，在庭审中承认与第三方公
司另行签订合同的事实，但称该行为属于被告方的紧急避
险行为，
最终烟台中院再审撤销了原再审、二审和一审的判
决，
发回海阳法院重审。
海阳法院认为，
烟台某科贸有限公司在原一审、二审和
再审中的虚假陈述系妨害诉讼行为，
扰乱了民事诉讼秩序，
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烟台某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
某罚款 5 万元。

道路半幅封闭施工通告
因港城西大街（王懿荣大街至冰轮
路）道路罩面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对港城西大街（王懿荣大街至冰轮
路）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封闭半幅车道方
向的行驶车辆需借用对向半幅的车道行
驶，先进行北半幅施工，北半幅施工结束
后进行南半幅施工。施工时，施工路段道
路变窄、车道数减少，通行能力降低，车辆
行驶缓慢。
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选择周边
道路绕行，遵守交通标识，服从现场工作
人员指挥，
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
202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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