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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李华 摄影报道）
近日，山东省妇联印发《关于表
彰山东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山东
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省三八红旗
集体的决定》，莱山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被表彰为“山东省三八
红旗集体”。

莱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共有检察干警17人，其中，女检
察干警14人，占比82.4%。近年
来，第一检察部广大女干警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认真履行职责使
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全力维
护公平正义，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先后7次被表彰为烟台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烟台青
年文明号、平安莱山建设先进单
位，6人次被表彰为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功标兵、烟台美丽人家，
50余人次被上级记功授奖。

巾帼不让须眉，
在宽严相济履职尽责中
建功立业

莱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检察监督等职能，坚持查微析
疑、不枉不纵，年均办理各类案
件380余起460余人，有力维护
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坚持零容
忍态度，依法从严从快批捕和起
诉涉妇女儿童刑事案件64件，
切实保障广大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

突显司法人文关怀，指定女
检察官专司承办涉妇女儿童刑
事案件，发挥女干警心思细腻、
善于做妇女儿童工作的优势，建

立和完善“捕前、诉前社会危险
性调查”、亲情会见、犯罪记录封
存等制度，引导涉案妇女和未成
年人迷途知返，先后开展社会调
查39人次，青少年犯罪记录封存
35人，附条件不起诉16人，引导
17名涉案妇女和未成年人重回
人生正途。

凝聚智慧力量，
在创新载体保障权益中
展现风采

莱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创新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先后
牵头创建了滨海中学青少年法
制教育基地、烟台胶东文化广场
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院格庄街
道综治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基
地、烟台大学青少年法治创客培
育基地，同时，积极联合关工委、
团委、教育等部门，深入开展青
少年思想道德和法治宣传教育，
不断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氛围，

莱山区检察院被表彰为山东省
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基地。

开展一项活动，“走出去释
法”护权益。积极参与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借鉴“枫桥经验”模
式，发挥女干警善于做群众工作
优势，创新开展了“女检察官进
社区”法律志愿服务活动，坚持

“固定检察官+固定时间+固定社
区+固定地点”，先后为群众解答
法律问题1200多个，化解矛盾
纠纷360余起，为维护社会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女检察官进
社区”法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

“烟台市巾帼志愿服务楷模”。
打造一支队伍，“定向化帮

扶”护权益。联合烟台大学法学
院，组建了“梦的蓝丝带”青少年
法治教育志愿服务队，推行“1+
N+N”工作模式，创新开展“情托
朝阳”定向帮扶、“大手拉小手”
检爱助学、“送法入心”法治公益
等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72次。

“梦的蓝丝带”志愿者团队荣获
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铜奖、“烟台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称号。

关注全面发展，
在提素增能团结奋进中
提升形象

莱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坚持用新思想武装女干警，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航定向，先后开展主
题党日、专家宣讲、现场教学活
动65次，组织女干警赴马石山烈
士陵园、胶东育儿所等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7次，引导女干警永葆
检察人的忠诚本色。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深
入开展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
组织女干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与女干警开展廉政谈话70余人
次，为女检察官建立电子廉政档
案，引导女干警筑牢公正司法

“防火墙”。
不断提升业务素质能力，先

后组织28人次女干警参加上级
高水平业务培训，组织16人次女
干警参加驻区高校法学名家讲
座和法律沙龙，开展业务标兵、
精品案件评选活动6次，举办主
题演讲比赛4次，引导女干警增
业务素能、提专业水平。

目前，第一检察部女干警全
部为大学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
学历4人，6人次女干警被表彰
为国家级、省级业务标兵或能
手，5人次女干警在省、市、区百
姓宣讲比赛中获一等奖或第一
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王勇亮）群众在哪
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2020年，莱山街道新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1处，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23处。街道着眼于凝
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
风化俗，传播新思想入脑入心，
推动新风尚落地生根，全力将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成为百姓
家门口的培训中心、志愿中心、
服务中心。

在莱山街道的各个村庄，扎
根乡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犹如一朵朵丰盈的蒲公英正在
绚烂绽放，让乡村“靓”、村风

“清”、文化“彩”。街道结合实

际，因地制宜制定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活动推进方案，建立长效机
制，确保相关工作高效开展。目
前，2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均已
挂牌并投入使用，通过整合党员
教育、志愿服务、普法教育、宣传
文化、科技普及、国学馆等场所
资源，真正筑牢了群众“家门口”
的实践阵地。

为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莱山街道统筹安排专
项资金，加大资金投入，对实践
站硬件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并安
排专人负责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建设及日常工作开展。通过
资金、人员等强有力的保障，夯
实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硬件

基础。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能否充分发挥
作用，关键还在于落实。莱山街
道坚决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工作落到实处，结合政策宣
讲、开展关爱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志愿服务等活动为载体，丰
富广大老百姓的精神文明生活，
真正以实践促文明，让党的思想
和政策深入群众心里。

按照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
要求，莱山街道建立“1+23”工作
模式，组建1个志愿服务支队、
23个志愿服务分队，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支队、分队，二级
联动，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
莱山街道以开展“善行义举

四德榜”为载体，发动村民积极参
与四德榜评选创建活动，注重发
挥“微行动”接地气、广泛性、可复
制等特点，通过“季季有主题，月
月有活动”等方式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以一个个鲜活的身
边典型，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人人
向典型看齐、人人争做模范。

坚持为民服务，求真务实，以
真情暖人心，以服务聚民意，帮助
村民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生活困
难和精神困惑，在服务群众中教
育群众，在解决问题中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莱山街道让新时代文
明实践绽放绚烂的文明之花。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吕冬华）日前，解
甲庄街道向辖区居民发出生态
环境保护倡议书，号召广大居民
以实际行动保护宜居生态环境，
筑牢绿水青山根基。

生态倡议书提到，解甲庄山
水环绕，风光秀丽，拥有省级自然
保护区——围子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省级湿地公园——辛安河
湿地公园，近年来，先后荣获“国
家级生态乡镇”、“山东省最美旅
游风情小镇”、“ 烟台市生态文明
建设先进镇街”等荣誉称号。

为保护街道生态环境，进一
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街道发出如下倡
议：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思想，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生态环境
保护的践行者。二、遵守规定做
新时代文明居民，不向山间、河
道乱抛垃圾，垃圾打包带走、投
入垃圾桶，从自身做起维护环境
干净整洁。三、做好解甲庄守护
者，各类经营性项目自觉遵守法
律规定，达标排污、定点排放，自
觉保护区域水体环境。四、保护
森林资源，进山不抽烟、不携带
火源、不随意生火，遇到有人生
火及时举报。五、保护山体和山
体植被，抵制非法挖沙取土行
为，如发现此类行为积极举报。

倡议书号召解甲庄居民，要
以实际行动积极推进街道生态
文明建设，让解甲庄的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倡议书还公布了生态保护监督
举报电话：0535-675202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胡晓东 摄影报道）冬
季是火灾事故高发季节，为扎实做好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
推进消防宣传“五进”工作，不断提升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水平，近日，莱
山消防联合滨海路街道及东轸格庄村村民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深入村民
家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工作。

通过此次“消防宣传进农村”活动，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增强了村民自查整改身边火灾隐患的主动性和灭火逃生自救
能力。下一步，莱山消防将进一步加强消防宣传力度，努力营造人人“学
消防、懂消防、用消防”的氛围，真正使消防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莱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荣获“山东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巾帼“检花”绽芳华

莱山街道2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部挂牌并投入使用——

文明乡风浸润美丽乡村

莱山消防深入农村开展
冬季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解甲庄街道
发出关于生态环境
保护倡议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刘菲）为更好地了
解企业需求，服务辖区非公企
业，以服务助推企业和楼宇经济
高质量发展，解决企业运营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全力助推企业优
质高效发展，近日，初家街道迎
春大街楼宇党委组织开展“问企
需、解企忧、促发展”系列活动。
本次培训会邀请区人社局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区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以及50余家企业劳资人事
负责人参加会议。

此次培训以人社法规政
策，服务企业高质量和可持续
性发展为主旨，以提高企业规
范用工和政策运用的能力为重
点，采取理论解读、案例分析和
经验交流等形式进行，涉及就
业政策扶持、企业用工管理、社
会保险、工伤保险等内容为企
业培训相关政策，解答企业发
展中面临的难题。参会企业纷
纷表示，此次政策讲解细致、透
彻，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
企业的劳动人事工作很有指导
意义。培训结束后，还有很多
企业留下咨询业务。

接下来，初家街道迎春大
街楼宇党委计划邀请税务、科
技、服务业办公室、银行金融机
构等单位，通过培训、走访企业
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及时将政
策信息送给企业，随时帮助企
业解决需求，精准服务，助力企
业发展。

初家街道迎春大街
楼宇党委举办
助企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