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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直击东昌府警方严打整治退赃大会

180余万元被盗财物返还群众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鑫 付
朝旺 李国栋 实习生 谢广
勇) 为进一步推进严打整治
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震慑犯罪，教育鼓舞
群众，2020年10月26日上午，聊
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举行严
打整治退赃大会，依法对部分
赃款赃物进行公开返还。

出席会议的有东昌府区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峰，
东昌府区区政府党组成员、分
局党委书记、局长于继谔，分
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王金楼。
参加会议的有分局党委成员、
副局长吴振林，协助分管张同
岩，新闻媒体记者，群众代表
以及分局民警等。

会上，陈峰同志代表区
委、区政府，于继谔同志代表
分局党委分别作了讲话，吴振
林同志通报了公安机关近期破
获的部分案例和退赃人员名
单，42名群众代表领取了价值
180余万元的被盗返还财物。

2020年以来，全区公安机
关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局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立足本职、做
强主业、全警动员、全力以赴，
向各类违法犯罪发起了凌厉
攻势，持续开展了“扫黑除
恶”、打击“两抢一盗”、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非法集
资犯罪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提
升了东昌公安的威风，提升了
东昌公安的士气，提升了全区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1至10月份，共破

获刑事案件1191起，刑拘555
人，逮捕325人，移诉588人。共
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3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6个，恶势力犯
罪团伙2个，涉恶类共同犯罪
31个，4起现行命案全部破获，
成功侦破了“2006 . 9 . 13”重大
抢劫杀人积案、“2006 . 12 . 18”
重大持枪抢劫杀人积案，为维
护全区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群众领取被盗返还财物。

历时8年！终于再叫一声妈妈
跨越1500余公里，被拐女孩找到了家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
者 国晓宁) “妈妈，妈妈。”
两行热泪从段艳梅眼中流出，
短短四个字，经历了8年多的
时间，跨越了1500余公里，在
场的救助人员无不内心澎湃。

10月25日，壹粉“李保申”
通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
端发来情报称：东阿县救助管
理站救助了一名被拐卖的四
川籍女孩，并帮其联系到了家
人。

10月26日上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根据壹粉提
供的情报联系到了东阿县救
助管理站站长孟庆生了解情
况。孟庆生介绍，10月20日下
午2时左右，东阿县姜楼派出
所把一名刚刚被解救的女孩
送到东阿救助管理站。女孩不
说话，显得很惊慌。东阿县救
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看她有
点感冒，及时给她倒上热水，
慢慢与她沟通交流。经过耐心
询问，得知她叫段艳梅，家是
四川的，被拐卖到山东好多年
了。

“虽然得到的信息很少，
但是能开口就有希望，这让我

们的工作人员给她找家的信
心倍增。”孟庆生说。

为了掌握段艳梅更多的
信息，东阿县救助管理站工作
人员给她买了橘子、香蕉等水
果，并陪她一起吃饭，慢慢知
道了她父母及弟弟的名字，但
家是什么地方的还是无法掌
握。东阿县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人员没有放弃，及时与聊城天
涯寻亲协会联系，并把段某梅
的情况发到缘梦警民救助群，
请警方协助寻找。

10月22日上午9时，商丘
市虞城县公安民警经过仔细
比对，成功确定段艳梅是四川
省遂宁市船山区人，并经过四
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慈音派出
所联系到了段艳梅的母亲。当
天下午4时，母女两人进行了
视频通话，场面极其感人。

“段艳梅现在还在我们救
助站里，精神状态很好。近期，
我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将会
把她送回家。”孟庆生说。

货车侧翻，500多斤大蒜散落高速
暖心交警化身“搬运工”及时救助

本报聊城10月27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徐文
茹) 10月25日，德商高速聊城
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
车上货物散落一地。为及时清
理事故现场，保障路面畅通，
高速交警客串搬运工，将散落
在地上的货物整理搬运上车，
排除路面安全隐患的同时，最
大限度帮货主挽回了财产损

失。
25日9点20时许，聊城高

速交警莘县大队接警称，在德
商高速商丘方向，有一辆货车
侧翻。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
事故现场，发现一辆货车侧翻
在快车道上，货车和散落的货
物占据了整个行车道。民警迅
速在现场摆放反光锥筒、开启
报警闪光灯和警笛、进行交通
警示，提示后方来车减速慢
行，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对
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货车驾驶员告诉民警，当
日下午，他驾车从聊城拉了蒜
到菏泽，当车行至事故地点

时，突然前方车辆变道，别了
他一下，他猛打方向盘。由于
方向打得过猛，货车随后发生
了侧翻，车上的货物从货厢里
散落到路上。

为加快事故处理速度，及
时清理事故现场，保障路面的
畅通，勘查完现场后，民警联
合路政、施救等部门立即清理
路面，4名民警和协勤协助货
车司机将散落在路中的蒜，重
新整理装上车辆。经过近半小
时的紧急救援，终于将洒落在
路上的500多斤的蒜搬运至车
上，减少了事故的损失，也保
障了道路的安全畅通。

阳谷县大布乡充分发挥省派
第一书记的作用，通过开展乡村文
明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大布乡魏庄村省派第一书记
积极与省直派驻单位工会联系，组
织开展捐书活动，丰富村民产业科
技和文化生活，村民精神面貌有了
满满的获得感。强化村民思想道德
建设。通过评选张贴“四德榜”，倡
导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发挥村规

民约、红白理事会和村民议事会等
平台作用，移风易俗。组织丰富多
彩的群众活动，先后开展“五好家
庭”、“优秀共产党员”、“好媳妇、好
婆婆”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大力
弘扬传统美德。多次组织在村内开
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宣讲，
为全村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凝聚基
层共识。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以精神文明建设助脱贫

阳谷县大布乡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充分发挥第一书记的作
用，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脱贫
攻坚。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户
户通”工程，共铺砖块约7000平方
米，从根本上改变“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状况。另一方面，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第一书
记”公益项目资金60万元，和单位
帮扶资金63 . 6万元为村里建设了党
群服务中心及文化广场；新建的党

群服务中心包括会议室、党建活动
室、图书阅览室、村委办公室等；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还为新建的党群服务中
心配备了全套的配套设施，包括：
会议桌、座椅、沙发、书柜、图书等。
为美化村容村貌和方便老百姓出
行，在村中心街铺设了一条花砖路
并架设了10盏路灯。以上建设项目
得到了村民的一直好评，深得百姓
欢心。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人居环境整治推动脱贫攻坚

阳谷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
保扶贫项目在阳光下运营。

西湖镇按照“一牌一册两标
识”的标准，扶贫项目现场树立一
个项目简介牌，将项目建设经营情
況、带贫情况做筒要介绍;一册即项
目简介手册，内容包括资金投入情
况、建设情况、运营状况、帮扶贫困

户情况，要附加各情况照片，项目
涉及村要确保村两委、村扶贫专
干、被帮扶贫困户人手一份;两个标
识牌，即项目资产标识和生产周期
标识，确保资产标识牌信息与“三
资管理平台”登记信息一致，增强
项目承包者的责任感，确保项目在
阳光下运营。 (杨波)

阳谷县西湖镇：确保扶贫项目在阳光下运营

为进一步提升帮扶成效，莘县
朝城镇帮扶责任人在村脱贫责任
组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到贫困户家
中，开展入户走访活动，对贫困户
应享受的扶贫政策再梳理、再落实;
对扶贫帮扶措施落实后取得的成
效情况再检验，全力提升帮扶成
效，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奠定基

础。
在入户走访前，召开专题会

议，对帮扶责任人进行培训动员，
要求各责任组、帮扶责任人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振奋精神，奋力
作战，补齐短板弱项，坚决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帮扶干部为贫困户办实事

10月17日是全国第7个“扶贫
日”，为拓宽精准扶贫活动范围，丰
富“主题党日”活动，结合当前的人
居环境整治，莘县朝城镇扶贫办组
织志愿者开展“为贫困户清洁卫生
扮靓庭院”行动，义务为贫困户打
扫卫生。

志愿者们来到贫困户家中，帮
助贫困户打扫房屋前后的堆放垃
圾，清理室内室外的干草，将贫困
户家中生活物品摆放整齐，为贫困
户换灯泡等，在努力改善贫困户家庭
卫生环境的同时，积极引导贫困户养
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为贫困户清洁卫生

近日，临清新华路街道各社区
组织扶贫业务指导员成立检查小
组，对全街道489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规范提升结果，进行“拉网式、全
覆盖”的自评自查自纠，确保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各检查小组采取直接入户方
式，看住房、饮用水条件，查户档案

资料，核实贫困户家庭信息、帮扶
措施落实及知晓情况，对近期开展
的规范提升入户档案、规范提升贫
困户庭院建设、孝善扶贫等工作作
为入户检查重点，并对帮扶措施落
实、贫困户收入等情况进一步核
实。

(张博)

临清新华路街道：开展自查自纠 确保脱贫成效

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贫困
儿童学习辅导难的现实问题，临清
戴湾镇政协委员工作室在景庄村
开办“爱心课堂”。9月5日，在景庄
村党支部会议室举办了开班仪式，
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
任庞书明参加。

“爱心课堂”由市政协派驻戴

湾镇景村第一书记马永骁、市退役
军人事务管理局派驻景庄村支部
书记助理高源担任辅导老师。两人
利用每周六一天的时间对村里留
守儿童和贫困儿童进行义务辅导，
帮助他们完成作业，为他们讲解不
会的知识和问题。

(张博)

爱心不停歇 课堂来传递

段艳梅与母亲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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