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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公安出台
“我为群众办实事”
20项便民举措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便民、利民、惠民的实践行动，莱西
市公安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围绕严打整治、治安管
控、治安巡控、信访化解、窗口服务、护航发展、走访解困七大主题实践行动，出台实施20项便
民服务举措，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以“收
官不收兵”的决心和意志，对黑恶、痞霸
势力冒泡就打、决不手软；拓展延伸“四
种形式”，构建长效常治机制，巩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2 .强力打击治理新型犯罪，实现对
电信诈骗精准打击、精准防控，争取将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20%以上；健
全完善机制，深化专案攻坚，争取打击
治理跨境赌博专项行动取得更大战
果；完善打击模式，持续推进打击各类
经济犯罪专项行动，全 力 维 护 经 济 金
融领域安全。
3 .重拳打击危害民生犯罪，强力推
进禁毒人民战争、
“昆仑”
“猎狐”
、
等专项
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盗抢骗、食药环、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
偷渡、
走私等各类违法犯罪，切实打出莱
西公安声威。
4 .抓紧抓实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强化要素治理理念，坚持全要素、全
链条、
全时空，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开展
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大整治，从源头
上、基础上、根子上消除事故隐患，严查
严管酒驾毒驾、
“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
法行为，确保交通事故总量和较大事故
。
数量“双下降”
5 .抓紧抓实社会治安清查行动。发
动一切力量、穷尽一切手段，对治安乱

点、重点区域和部位，
常态化组织开展治
安清查行动，时刻保持对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震慑态势。
6 .抓紧抓实危爆物品管控整治。深
危爆物品、
易制毒化学
入开展枪支弹药、
品、放射物品安全监管专项整治和督导
检查，
督促寄递物流企业严格落实
“三个
100%”
制度。
7 .推进全警巡控工程，组织警种力
量常态化参与社会面巡控，扩展防控覆
盖面，织密防控网络，提升防控效能。
8 .深化“警灯闪烁工程”，继续坚持
和抓严“警车上路必开警灯”要求，保持
强大震慑效应。
9 .持续推进“公安守夜工程”，做到
“群众躺下休息，公安开始巡逻”
，让群众
夜间安心休息、
安心生活、安心工作。
10 .高度重视解决初信初访问题，压
实首接首办责任，
完善程序性回访机制，
加强沟通交流，办案既要
“案结”更要“事
了”。
11 .突出回访整改，建立新型全警常
态警务回访机制，进一步夯实警务回访
工作效能，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整改
工作，形成以回访促整改、以整改强服
务、以服务创满意的良性循环。
12 .结合“正风肃纪年”，深入开展窗
口单位纪律作风大起底、大整治、大提
升，确保实现窗口单位警风警纪大转变、

大提升。
13深入落实“首接负责制”和“最多
跑一趟”制度，做到能办事情立即办、限
时的事情计时办、
重要的事情优先办、困
难的事情想法办、
所有的事情认真办。
14 .积极强化“放管服”服务，努力推
进网上审批，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
跑路”；开展两个“最佳”评选，以“零推
“零差错”
“零投诉”
为标准，
诿”
“零距离”
在全局评选“最佳服务窗口”
“最佳服务
标兵”，
以先进典型引领“亲清”
新型警民
关系建设。
15 .全面叫响“营商环境就是我自
己”的口号，最大限度降低侦查办案对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最 大
限度提升服务工作给企业带来的暖心
感受，最大限度增强企业的发展信 心
和动力。
16 .组建包联和打击涉企犯罪两支
队伍，为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发
展提供全过程、全链条、全时空“保姆
式”服务，让企业生产经营更有底气和
安全感。
17 .努力打造以“服务环境好、法治
环境好、发展环境好、宜居环境好”为主
要内容的“四好营商环境”，让企业的安
全感、获得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更有
成色。
18 .落实以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

帮小忙、惠小利为主要内容的“五小机
制”，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以实际行动密切警民关系。
19 .落实以坐炕头、蹲街头、转地头、
巡村头为主要内容的“四头工作法”，让
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体会更深、成色
更足。
20 .以“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为载
体，详细了解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困难群众力所
能及地提供帮助；深入开展访贫问苦活
动，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落实对口帮扶措
施，组织民警、辅警积极与贫困户、春蕾
女童结对帮扶，为他们送去党委政府和
公安机关的温暖关怀。
莱西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傅强表
示：
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贯彻落
实各级党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队
伍教育整顿的决策部署，更加注重系统
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持续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进一步深化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民生
发展“二十条”措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新期盼、新需求，陆续推出更多更好更
优的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以坚决维护
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新担当
新作为，以党和人民满意的新业绩新形
象庆祝建党100周年!
谢浩军 宋学友

弘扬中医药文化，助力建设美丽乡村
莱西市中医医院积极推进中医药参与
“乡村振兴”
战略
为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广泛
传播中医药知识，加强乡村中医药
文化建设，莱西市中医医院在市
委市政府、市卫生健康局的指导、
引领下，积极推进中医药参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广大群
众走近中医药、认识中医药、了解
和使用中医药，打造群众身边的
“中医药之家”。
“ 初心堂中医文化
馆”于3月31日通过了青岛市卫生
健康委中医药管理指导处处长汪
运富、副处长王璟珺和专家组的
验收。
医院以市政府“建设美丽乡
村”为契机，在山东省乡村振兴模
范村“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村”建
设了一处莱西市中医医院医疗延
伸点——
—“初心堂中医文化馆”。
此中医文化馆主要由百草园、门
前广场、初心堂中医文化传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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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馆及体验区组成。在科普知
识方面，以中医药科普讲座等形
式，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在服
务方面，在乡村普及推广太极拳、
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养生运动；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具有中
医药特色的生态农村，推进中医
药技术、中医药科普知识、中医药
服务进乡村。让老百姓及游客从
中药的生长、采集、炮制、功效、膳
食、调理身体及在疾病中的应用
等方面进行零距离接触，通过亲身
体验来加深对中医药文化全方位
的认识。
目前，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
建 筑 面 积 1 0 0 余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200万元的初心堂中医文化馆已正
式投入使用，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
的市民可以前往体验。
李云天 赵璐

李云天

4月6日下午，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莱西大队召开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执法大队全体人员参加，会
上大队长吴少勇进行上半年党风廉政建
设集体谈话，大队、中队分别层层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大队长吴少勇要求执法大队各中队
要切实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进一步增强
学习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要把
学习作为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
径，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
全体

青岛市卫生
健康委中医药管
理指导处验收组
到“初心堂中医文
化馆”现场验收 。

开展党风廉政谈话，层层签订廉政责任书
人员要增强学习意识，热爱学习、
善于学
习，中队长要积极发挥率先垂范作用，带
领和影响身边的同志学习政治和业务知
识。要把学习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
内容，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要围绕当下急
需掌握、业务必备业务知识的学习，
突出
排污许可、固废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以及文字表述、口头表达、文书制作、
设备操作等等，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二是进一步增强自律意识，培养健康生
活情趣。要自觉抵制诱惑，
模范遵守若干
准则，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自觉抵制
各种歪风邪气，时刻注意检点自己，严格
约束自己，做到慎初、慎独、慎微、慎交，
讲操守、重品行、修美德，保持高尚的精
神追求。三是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规范使
用权力。
每名中队长要做一名诚实正直的
中层干部，公正规范使用权力，
要把正气

作为修身立命之本，
把正气看作是一种人
品、一种修养、一种气节，做到以心正服
人。四是增强争先意识，不断推进执法工
作再上新台阶。
每名中队长要树立积极进
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争做优秀中层
干部，
特别是在大练兵大比武中要有所作
为、敢为人先、争创一流，做勤政为民的
表率、爱岗敬业的表率、科学发展的表
率、开拓创新的表率、勇争一流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