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李强

电话：（0633）8781581 Emai l : d z rb rzxw@126 .com城事18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许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月26日，记者从日照市

工商局获悉，为进一步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
设，提升企业诚信自律意识，该局通过正面
宣传引导与反面监督警示相结合的方式，建
立起企业诚信“红黑榜”发布制度，营造守
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

在该局网站开设“企业诚信公示平台”
专栏，将工商部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涉企信
用信息统一归集到该平台，消除以往涉企信
用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依托该平台，将获得
“守合同、重信用”、处理投诉先进单位、
文明诚信市场、文明诚信企业、青年文明号
等荣誉称号的“红榜”市场主体名单在平台
上发布，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将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黑名单”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不正当竞争、侵犯知识产权、非法传销、违
规直销等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企业列入“黑
榜”，通过该平台予以曝光，增强失信惩戒
功能。

同时，建立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对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或“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及
其相关责任人，联合有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
的信用约束措施，在行政许可、政府采购、
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获得荣誉等方
面“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引导企业严格
诚信自律。

目前，该局已通过“企业诚信公示平
台”发布“红黑榜”信息300余条，“双公
示”信息102 . 7万条。

“红黑榜”

促企业诚信经营

□记 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建锋 李静静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我和张某一个村，被他打
了，心头上就跟有个疙瘩似的，但是莒县检察
院检察官耐心做工作，邀请外部监督员跟我说
理，张某又主动给我赔付了损失，最终达成了
和解。”5月27日，在莒县检察院内受害人郭某
说。

“打人是我不对，理该承担责任，真没想
到能得到老郭的谅解，更没想到检察院会对我
宽大处理。”张某说。

据了解，张某和郭某本是和睦相处的邻

居，因为琐事引发争吵，大打出手，郭某受轻
伤，双方反目成仇。经过几名外部监督员站在
客观中立者的立场释法说理，双方最终握手言
和。

近年来，莒县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把化
解矛盾纠纷贯穿执法办案始终，强化轻微刑事
案件办理工作，以刑事和解促进矛盾纠纷化
解，有效促进了社会关系修复。

2014年以来，莒县检察院共对322名犯罪情
节轻微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作出不捕不诉
决定，刑事和解120件，帮助被害人落实赔偿款
300余万元。

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的背后有“规范而
又温情”的措施。该院出台《关于办理轻微刑
事案件的实施意见》，规范轻微刑事案件适用
范围、办案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程
序，通过开展刑事和解积极化解矛盾。

着眼制度保障，莒县检察院制定出台《关
于拟不起诉轻微刑事案件引入外部监督机制的
实施方案》，成立由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等组成的
外部监督员库，充分利用外部监督员客观中立
的地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更易被当事人接
受的方式讲清法理，将执法办案过程深化为向

群众释法说理、修复社会关系的过程。
“通过第三方发声，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

既能为受害方所接受，又能消除群众对检察机
关‘办关系案’的误解。”莒县检察院检察长
王伟说，“对法定范围内的轻微刑事案件通过
启动外部监督程序作出不起诉决定，既彰显了
‘违法必究’的法律威严，也体现了‘宽严相
济’的法治温度。”

莒县检察院通过让那些主观恶性小、社会
危害小、认错态度好、补救措施积极的人，重
新改过自新，也使得因案件产生的矛盾纠纷得
到进一步妥善化解。

刑事“和解”成矛盾减压舱
莒县检察院巧借轻微刑事案件调解修复社会关系

□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这次创城，我们村把40多个

违建小棚子全部拆除了，有一户村民一开始不同
意拆，村干部连着做了4天工作。做好创城工作，
就是要有这种不留死角的决心。”6月2日，岚山区
高兴镇西牟家村党支部书记王安宽说。

如今走在西牟家村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中
无杂草，刚平整不久的土地。王安宽介绍，这些地
方原本是村民在屋前院后开辟的小菜园，在此次
创城攻坚行动中，为了将村居建设得更加整洁、
更加美丽，西牟家村将村内所有违建小菜园全部
清除并进行了土地平整，后期还会在这些平整后
的土地上进行绿化，同时结合巷道整治、路面清
洁、积存垃圾清理等行动，力求把菜园子变成小
花园。

而就在离西牟家村不远的北范家村，村外沿
被清除的小菜园，如今已种满了各色花草，用于
铺设村内板道所需的砖块已经运抵各个巷口，工
人正在紧张地进行板道铺设施工。

自5月12日高兴镇创城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截至6月2日，高兴镇在包括镇驻地西牟家村、南
范家村、北范家村在内的3个村同时发力，动用挖
掘机、推土机等相关机械90多台次，共出动劳动
力4500余人次，清理积存垃圾70余吨，清除小菜园
424处，拆除违法建设30处，硬化路面20000平米，
铺设道板20000平米。

20天时间如何有序开展包括违建拆除、菜园
清除、路面硬化、绿化建设、垃圾清理在内的一系
列工作？除了实施将镇驻地划分为7个责任区域、
成立11个创城专项、实施包保小组落实责任到人
的制度外，400余份《致高兴镇广大沿街单位和经
营户的一封信》的宣传材料正在陆续发放，“幸福

高兴”微信公众号和村宣传栏的积极引导也提高
了群众对文明城市创建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在浓厚的创城氛围中，高兴镇政府驻地近
400家商铺门口、墙面、地面贴的福字、对联、广告
贴画全部清理完毕，粉刷6万平方米外墙，修建文
化墙900米，拆除并更换了沿街商铺违规广告牌
匾60余块，拆除线杆道旗广告80面；更换了广场
老旧地面砖500平方米，对剩余2500平方米地面给
予沥青罩面，公厕已完成主体；新建停车场4处共
计3800平方米，补植各类苗木850余棵，新增绿化
面积1500平方米，铺设下水管网630米；拆除集市
内违章建设6处，整治煤球加工厂1家。取缔常年
占道经营业户18家，规范店外经营业户200余家。

创城攻坚不留死角

高兴镇：违建菜园变花园

□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我们市场所有电子秤都连

上了网，用这种秤称海鲜，几斤几两都能即时
显示到店门口的电子屏上，不光可以马上打印
小票给游客保存，所有显示出来的数据还能上
传到物价局的管理中心，确保游客买得明白、
买得放心。”5月24日在日照市大泉沟海鲜美食
街，11号店的经营者刘欣说。

据大泉沟海鲜美食街管理人员陈为宗介
绍，今年美食街内不仅统一使用连网的电子
秤，还配发统一的海鲜标价签，单价、大小、
烹饪方法在内的所有信息都要标注在标价签
上。这是日照市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整治行动带
来的喜人变化。

近年来，无良商家在旅游旺季“宰客”的
现象屡见不鲜，这些无良商家的“宰客”手段
大多是利用价格标识不明确的把戏在游客消费
后开出天价账单，这一现象不仅造成了商家与
游客之间的经济纠纷，也给旅游城市的品牌建
设带来恶劣影响。日照市海滨旅游旺季即将到
来，为杜绝旅游市场上的“宰客”现象，连日
来，日照市集中开展了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整治
行动，用规范的价格标识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安
心的旅游环境。 5月16日—18日，日照市价格监督检查局会 同山海天市场监管局，对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内

大陈家村、小陈家村、吴家台等11个民俗旅游
村和大泉沟海鲜美食城、桃花岛景点、阳光海
岸等5个景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全面检查，同时
发放了7类1万余份宣传资料、制作并发放了
15000多张商品标价签。

在此次检查的基础上，5月25日，日照市物
价局又组织开展了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整治“回
头看”活动，督促大泉沟海鲜美食街、路家
村、肥家庄滨海商务酒店、万宝滨海风景区、
森林公园等地进一步规范明码标价。

“规范价格标识是双赢之举，游客良好的
消费体验是商家树立口碑的好机会，利用好口
碑吸引新游客、回头客才是商家持续健康的经
营良方。”肥家庄滨海商务酒店经营者姜树林
说。在这次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整治行动中，姜
树林的酒店不仅为原本没有价格标识的菜单添
加了海鲜标价签，还将近两年旅游市场兴起的
海鲜拼盘的数量、品种明细列成了清单，几百
元的价位有几只大虾、几只扇贝、几只生蚝在
清单上都一目了然。

“对于标价不规范的商家，我们将继续督
促整改。对于引起投诉的，在立案查明确有价
格欺诈的，将立即查处并处 5 0 0 0元以下罚
款。”日照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日照整治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杜绝“宰客”现象

海鲜市场电子秤连上了网

□栗晟皓 许钦显 报道
为做好麦收期间防火工作，5月31日，五莲县公安消防大队街头中队组织消防官兵和消防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忙时节话消防”麦收宣

传活动，把麦收防火工作提前抓、深入抓，创造良好的麦收安全氛围。

□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纪伟 报道
6月3日上午，山东省第二届体育健身广

场舞大赛日照赛区选拔赛暨日照市第七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广场舞比赛在日照市政府广场
举行，来自日照市的37支参赛队伍、共700
余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记者 栗晟皓
见习记者 杜光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月26日，记者从日照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
通秩序整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日照公安交
警部门创城交通秩序整治见成效。4月22日
至今，累计出动警力13000余人次，警车4300
余台次，查纠、劝阻交通违法行为12 . 6万余
起，其中，查处机动车违停16151起、不礼
让斑马线486起，非机动、行人交通违法
3580起。

据介绍，自日照市创建文明城市百日决
战誓师大会后，日照市公安交警部门迅速启
动交通秩序整治百日决战行动。聚焦创城交
通管理工作中的难点和短板，有的放矢、综
合施策。坚持上下联创“一盘棋”，强化调
度部署，层层压实责任；坚持路面管控“无
缝隙”，科学部署警力，织密整治网络；坚
持交通违法“零容忍”，实行严管重罚，形
成整治声势；坚持疏堵结合“人性化”，注
重以人为本，增强社会效果 ;坚持交通组织
“科学化”，立足全面优化，提升畅通水
平；坚持综合治理“社会化”，发动全员力
量，形成整治合力；坚持宣传教育“全覆
盖”，丰富载体内容，营造浓厚氛围。

创城交通秩序整治

见成效

大泉沟海鲜美食街连网的电子秤。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何乃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号的样式好看。”
“还是3号的美观大方。”近日，在五莲县
第一中学2016级十六班的教室里，全班学生
正对站在讲台上的12名学生“模特”所展示
的夏季校服“品头论足”，并进行投票。

又到校服换季时节，为充分尊重学生意
愿，让他们穿上自己喜欢的校服，把好事做
好，五莲县教育局一改过去对选用什么样的
校服由学校大包大揽的做法，主动把校服的
选择权归还学生，实现了校服订制“学生参
与、学生展示、学生做主”。

据五莲县教育局装备办主任何兆波介
绍，五莲县根据学生所处不同年龄阶段实际
采取不同方法，对小学阶段的校服主要听取
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意见，特别是听取家委会
的意见；初中阶段综合听取学生的意见；对
于已经具备了民事行为能力的高中生，则完
全尊重学生意愿，直接让他们展示、投票、
选择。

为保证校服质量，五莲县教育局还委托
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公开
招标了两家资质全、信誉好、实力强的校服
生产企业作为生产供货商，并严格落实供货
前厂家对成衣进行检测、发放前教育局对成
衣进行抽检“双送检”制度，严把校服质量
关。

五莲把校服选择权

交给学生

□丁兆霞 张雪梅 王岗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岚山区人民检察院抽调部

分业务骨干组成案件质量评查小组，从侦监、公
诉、执检、未检、民行、控申等部门随机抽取已办
结的20起案件进行质量集中评查。

此次评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线上”通过网上查看“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从流程
运行、案卡填录、文书开具、审批手续等方面，对所抽
查案件进行办案程序评查；“线下”采取书面审查案
卷材料的形式，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程序规范、案卷装订等进行全面审查评议，及
时发现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法进行纠正，推动各
项司法办案工作规范运行。

岚山检察院探索

线上线下案件评查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6月1日从日照市人社局获

悉，近日，日照市外国专家局为山东外国语职业学
院韩国教师OH SUNSOOK颁发了日照市首张新版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在省外国专家局部署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制度后，日照市外国专家局组织了150余家用人
单位参加省局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视频培训班，并
制作印发培训资料180余份。建立了外国人来华工作
专门QQ群、微信群，及时解答用人单位业务问题，对
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系统的用户实行“一对一”网上或
现场指导，帮助用人单位注册、填报申请材料，节约
了办证时间，提高了办证效率和质量。

日照颁发首张新版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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