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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沈阳公安2018年十大亮点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发力 101项审批事项达全国最短时限
本报讯（华商晨报首席记者冯勇
主任记者姚琦东 记者 赵威）昨
日，沈阳市公安局对外发布消息，今
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为沈阳老工业
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发展打造了安
全稳固的政治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
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
效的服务环境，呈现出沈阳公安工作
“十大亮点”
。

亮点$：
扫黑除恶
破获刑事案件337起
今年，全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中
央、省委、市委和省公安厅的部署要
求，
坚决向黑恶势力亮剑宣战。
沈阳公安成立了15个督导工作
队，向基层派驻了116个工作组，深入
各个街道、乡镇和行业领域开展宣传
发动、线索排查、督导督办等工作，严
查“微腐败”
、严打“村霸”和宗族恶势
力。
通过采取督导检查、走访摸排、
线索深挖、交叉打击等多种有效手
段，全市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犯罪组
织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3个，恶势力
犯罪团伙98个，破获刑事案件337起，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774人。

亮点%：
101项审批事项
达全国最短时限
今年以来，沈阳公安紧紧围绕优
化全市营商环境这一中心警务，创新
举措，主动作为，出台了《2018年打造
最优发展环境30条新举措》，进一步
压缩审批时限，实现全局111个审批
事项中的101项达到全国最短时限。
在全省公安机关率先推出重点
投资项目
“绿色通道”，建立全市1000
个重点投资项目清单，凡进入通道的
审批事项时限再压缩50%。
制定100项《
“最多跑一次”公共
服务事项清单》 并面向社会公示，对
44项审批事项推出“一证办理”
，大幅
提升了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强化
“项目为王”意识，率先开展投资过亿
元重点项目的“订制化”服务，全力解
决困扰项目建设的交通、消防、治安
等各类难题。
延伸服务触角，切实将“自助服
务”做为打造最优发展环境的重要载
体，在全省率先开展公安“24小时自
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办理、居民
身份证自助拍照和驻企警务工作站

自助服务等试点建设，并逐步延伸至
各级公安服务大厅、派出所、驻企警
务站、银行网点，自助以及互联网办
理业务已达到总量的41%。

亮点&：
今年挽回经济损失
15.
3亿元

智能勤务管理系统，实现网上指挥、
网上跟踪、
网上督导、
网上考核。每天
投入巡逻警力1900余人次、车辆480
余台次，实现了复杂地段、人员密集
场所、重点单位、重点时段的全面巡
控。
3、
8分钟”处
同时，科学设置“1、
20分钟”堵控圈，将人员
置圈和“10、
密集场所全部纳入巡控范围。

亮点)：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积极探
索信息化条件下的“警种整合、信息 今年以来
会合、机制融合”
，进一步提升侦破效
收缴各类枪支151支
能，全市破获刑事案件同比上升
10.
7%；刑事拘留、逮捕人数分别上升
28.
1%、27.
8%；年度新发命案全部告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以“打
破，破获命案积案5起；抓获网上逃犯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
1271名，成功破获浑南区
“6
·22”
特大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控工
2018年
故意杀人案件、
“串联20号”系 作”为载体，落实源头管控、社会面收
列入室盗窃案件等系列刑事案件。
缴等措施，破获涉枪涉爆案件23起，
另外，今年沈阳公安全面推进 收缴各类枪支151支；查处非法运输、
“禁毒2018两打两控”和禁毒打击整 储存、燃放烟花爆竹案件218起，收缴
储存的烟花爆竹2978件。
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共破获毒品 非法运输、
犯罪案件773起，其中部督目标案件
另外，全市公安机关保持对涉黄
10起、省督目标案件6起，缴获毒品 涉赌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共
81.
69公斤。
侦破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59起、打击
·13”利
今年以来，沈阳公安严厉打击非 处理383人，特别是侦办了“4
法集资、传销犯罪，以及侵害企业利 用网游平台开设赌场案、
“4
·05”利用
益的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等经济 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案等部
领域犯罪，强化追赃挽损，全力避免 督案件。
群众和企业损失，共为企业和群众挽
3亿元。
回经济损失15.

亮点*：

亮点'：
创新推出
“互联网+群防群治”
模式

全年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382.
7万件

今年以来，组织全市公安交警和
属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各类道路交
今年以来，沈阳公安创新推出 通违法行为整治工作，全年共查处各
7万件，有效规
“互联网+群防群治”工作模式，为全 类交通违法行为382.
市949名社区（驻村）民警设立了人均 范了全市道路交通秩序。
每年1万元的专项工作经费，用于奖
全市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交通安
励在平安社区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改，共排查、整改
的群防群治力量，全市826个社区和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29处，交通事故
1454个村始终保持10万人的群防群 件、死、伤、损四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
1.
04%、
12.
10%、
1.
28%、1.
82%。
治队伍规模。
公安机关在全市增设停车泊位
同时，
建立群防群治微信群1000
9万个，清理地锥地锁1.
4万个、废
余个，通过微信平台累计发布治安信 27.
息8000余条，受众人数30余万人，初 弃 车 2610台 ， 处 罚 违 法 停 车 行 为
4万件，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步实现了“社区安全人人参与、安全 120.
社区人人共享”的工作格局。

亮点(：
今年以来每天投入
巡逻警力1900余人次
今年以来，沈阳公安利用信息化

亮点+：
发现并整改
火灾隐患10.
4万余处
沈阳全市公安机关紧紧盯住全
市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商场市场、宾

馆饭店等人员密集的重点场所、
“三
合一”场所，开展了“无缝隙”
“ 拉网
式”
的火灾隐患大排查。
2018年，全市公安机关共发现整
4万余处，火灾事故
改火灾隐患10.
件、死、伤、损四项指标同比分别下降
8%、33.
3%、33.
3%和72.
3%。
了14.
另外，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依托
“安管平台”研发110非警务警情
联动处置模块并试运行，日均处置
110非警务警情1700余条，有力提升
了警务效能。

建
“安管平台”
开展大数据研判
加快推进沈阳市“安管平台”建
设，针对全市三大新兴产业、重点车
辆、高层建筑开展大数据研判，为开
展管控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借鉴先进
地区工作经验，组织全市相关部门开
展专题调研，日均处置110非警务警
情1700余条，有力提升了警务效能。
扎实推进“雪亮工程”建设，整合
64家企事业单
全市10家体育场馆、
3个大型旅游景区和69个森林防
位、
火视频资源与公安视频专网的联网，
全市公共区域高清视频监控联网数
量已达到34293个，实现了全市城乡
结合部主要路口和农村村屯进出口
视频监控基本全覆盖。

亮点$-：
累计培训民警
23180余人次
广泛开展警种系统“岗位业务
大练兵、实战技能大比武”活动，深
化“轮值轮训、战训合一”，共举办培
训班26期，累计培训民警23180余人
次。
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手软，狠抓
队伍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做到党政同责、一
职双责，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始
终坚持刀刃向内，对害群之马实施零
容忍，
坚决清洗出公安队伍。
坚持从严与从优并举，广辟渠道
构筑暖警心工程，推出从优待警47条
新举措。
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2018年
度“我最喜爱的公安民警”
“我最满意
的爱民警队”和“岗位标兵”评选活
动，
全年有37个集体和1032名民警立
8个集体和15名民警获得省
功受奖；
部级及以上荣誉。

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换装
救援队伍的形象和风貌，更是全体
指战员向党和人民的郑重承诺。

要加快推进消防救援
队伍建设和转型升级

“火焰蓝”制服与“消防
橙”救援服交相辉映
仪式现场，支队指战员代表身着
全新“火焰蓝”制服，与“消防橙”救援
服方阵整齐列队、气宇轩昂、交相辉
映。
16点30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仪式正式开始。3名礼兵护卫着“中
国消防救援队队旗”正步行进通过
主席台，全场指战员向队旗庄严敬
礼。“中国消防救援队”队旗由红蓝
两色组成，红色代表党和国家，蓝色

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举行换装仪式
代表消防救援队伍，寓意消防救援
队伍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的纪律队
伍；位于旗帜中央的旗标为橄榄枝
托起的盾牌造型，象征着消防救援
队伍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杨建军指出，组建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是党中央适应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战略
决策，是立足我国国情和灾害事故特
点、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
重要举措，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快推
进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转型升级，主
动适应“大应急、全灾种”各项挑战，
不断提升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华商晨报记者 蔡敏强 摄
化水平，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保
会稳定的守护者。
持枕戈待旦、快速反映的备战状态，
“我志愿加 入 国 家 消 防 救 援 队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勇
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 奋斗。
竭诚为民……”全场指战员面向队
仪式后，与会领导同沈阳市消防
旗，庄严宣誓，展现了全新人民消防 救援支队指战员代表合影留念。

辽西北将培育
“订单农业”
等新业态
建立农产品配送中心和产地批发市场等物流体系建设
本 报 讯 （华 商 晨 报 主 任 记 者
刘桐 通讯员 王微微） 省人大常
委会日前提出辽西北现代农业发展
规划，要重点培育“订单农业”、
“认
养农业”等新业态，建立农产品配送
中心和产地批发市场等物流体系建
设。

辽西北农民合作社数量
占全省总量35.
3%
为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促进我
省乡村振兴，按照省人大常委会
2018年工作安排，6月下旬，省人大

常委会到位于辽西北的铁岭、阜新、
朝阳三市，就现代农业发展情况进行
视察。
近年来，辽西北现代农业发展成
2017年辽西北三市的粮食总
效显著，
6亿斤，超过全省总量
产量达到166.
3，是我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的1/
辽西北现有省级龙头企业159家，占
3%。
全省653家的24.
农业经营体系不
断完善。
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农民合作
社63920家，其中辽西北22577家，占
3%；全省家庭农场数
全省总量的35.
量7424个，其中辽西北2118个，占全
5%。
省总量的28.

将辽西北打造成
京津冀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在视察中发现，辽西北现代农业
发展短板突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总
体不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不
强，三产融合发展缓慢，配套改革亟
待推进，现代农业人才支撑不足等。
今后，辽西北现代农业发展要重
在夯实产业。明确优质高效特色农业
的发展方向，用好辽西北地区毗邻京
津冀的区位优势，打造京津冀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和休闲旅游度假“后花

!"#

我省农业立法强化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微微）为保障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我省先后制
定了《辽宁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
《辽宁
省渔业管理条例》 和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
例》，涵盖了农产品、畜产品及水产品的生产、储
存、流通、加工等全链条的安全规范和保障，切实
强化全省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
2018年是实施
昨日，
记者从省人大农委获悉，
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为持续推进我省全面
振兴，我省农业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以创
新的法治服务为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和经济全面振
兴保驾护航。
从1990年3月至2018年1月，辽宁省人大常委
会共制定颁布了38部农业与农村方面的地方性法
规，主要涉及提升农业生产力、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保障涉农部门履行职
责、
开发农业农村资源等七个方面。

亮点,：

“火焰蓝”
制服配“消防橙”救援服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
12月28日，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隆重
举行消防救援队迎旗、授衔和换装仪
式。
沈阳市副市长杨建军出席仪式
并讲话，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消
防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奋战
在应急救援一线的广大消防指战员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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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
推进粮油、
畜禽、
果蔬等农产品精
深加工，
发展蔬菜、
花卉、
杂粮基地。
积极完善农业生产关系。要引导
农户通过多种形式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结成利益联结体，重点培育“订
单农业”
、
“认养农业”等新业态，建立
农产品配送中心和产地批发市场等
物流体系建设，鼓励农户参加合作组
织、产业化经营，增强市场“话语权”；
鼓励农户以土地、脱贫资金等生产要
素入股，以股论“价”
、保底分红，减少
收入的不确定性。
此外，还要积极引进大中专毕业
生、农业经纪人等返乡创业，并和农
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截至今年10月底
我省15万余人脱贫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微微）截止到2017年底，全省现行标准下的农村
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126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
28.
5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5.
4%下降到1%，贫困群
众“两不愁、三保障”水平得到提升，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和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
提高。
今年是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决战年，截止到
10月底，已完成脱贫151674人，贫困村销号488
个，
完成D级危房（根据住建部有关规定，整栋房屋
为危房的为D级，原则上应拆除重建） 改造5816
户，为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打下了坚实基
础。
年初以来，我省召开了3次全省脱贫攻坚领导
10余次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小组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工作部署推进力度
前所未有。
今年4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轶到宽
甸县就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调研，要求全县上下要
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
大事抓实抓好，
努力加快脱贫进程。要突出抓好产
业扶贫，研究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做好测土配方
施肥，做大做强产业。要培养农民技术人才，壮大
产业发展，
真正通过靠产业、靠技能、
实现脱贫。要
加大园区发展力度，增加经济增长点。要加强领
导，
真抓实干，
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半夜唱歌跳舞声扰民
邻居无奈求助民警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近日，辽河
派出所社区民警赵天玉在警务室工作时，辽河街
附近的一位居民来警务室向赵天玉反映，她家单
元一住户在家里摆了一桌麻将机，每天召来很多
人在家里娱乐，玩完就喝，唱歌跳舞，常常进行到
半夜，搅得得四邻不安，并因此与多位邻居产生矛
盾纠纷。
赵天玉了解情况后对该住户进行了教育，耐
心劝说，赢得了居民的理解，表示一定遵纪守法，
解决了居民长期的困扰。

励志微电影
《梦在红海滩》首映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佟阳）日前，由盘锦
市兴隆台区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微电影《梦在红海滩》在辽河美术馆首映。
《梦在红海滩》总时长24分钟，取材于广厦艺
5名大学生的真实创业经
术街“田介设计工作室”
历，讲述了他们自南方来到盘锦创业，在政府的扶
持和帮助下，经历挫折磨砺，最终取得成功的故
事，刻画了时代青年奋发向上、勇于拼搏的生动形
象，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盘锦大地发生的深刻
变化。
盘锦市兴隆台区宣传部长宋伟峰说，区委宣
传部将深入挖掘、思考盘锦的地域文化和身边的
感人故事，通过合适的手段艺术地表现出来，宣传
出去，借此更好地完成市委、区委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通过更为生动感人的方
式方法把盘锦、把兴隆台区宣传出去，提高其知名
度和美誉度，让更多的人知道盘锦、关注盘锦，到
盘锦旅游兴业。
首映式后，微电影《梦在红海滩》将在各大视
频网站全面上线，登录腾讯视频、乐视网、爱奇艺、
优酷等视频网站即可同步收看。

半吨煤卖出一吨的价
骗留守老人被拘留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 段智华）为了
多卖点儿钱，男子苏某不惜在电子秤上做起手脚，
半吨煤上秤一称瞬间“变”成一吨。
近日，朝阳市喀左县公安局东哨派出所与老
爷庙派出所联合行动，侦破一起专门针对农村留
守老人的诈骗案件，违法行为人苏某被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
12月3日，几位老人结伴来到喀左县公安局东
哨派出所报案称，几天前，他们从一个卖煤的商贩
处购买了一些燃煤，到家后总觉得斤数不够，重新
称重发现足足少了一半。
多名老人向民警反映，卖煤的是一名操着外
地口音的年轻男子，整车的煤运到家门口，要价比
集市上的还要便宜，大家伙儿这才动了心，纷纷抢
购，
买煤的多是一些留守老人。
接警后，办案民警了解到，自11月底以来，东
哨镇、老爷庙镇均发生过村民购买燃煤被在重量
上做手脚的案件，受骗的多是一些家境贫困的留
守老人，
案件性质十分恶劣。
民警们专门在辖区一些村庄的村口安装了监
控探头，并很快发现嫌疑车辆，最终以车找人，将
葫芦岛男子苏某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