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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案不小办 小事不小看
隐珠派出所 52 名民警为辖区 40 余万名群众服务走实又走心

创城有我
征集热线：82888000
早报 11 月 23 日讯“派出所民警可
能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当群众及时
领到我们破案追回的财物，脸上的笑容
让我们觉得任何付出都值了。”11 月 22
日，记者来到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隐
珠派出所，看 52 名民警如何服务辖区 40
余万名群众，如何打造社会治安持续稳
定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板“和安隐珠”，一
起用心来感受基层民警和居民代表讲述
的暖心警事儿。该派出所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连续三年提升、名列分局第一，
荣立
公安部集体一等功，
被誉为省级“枫桥式
公安派出所”。

破案追损 让群众更
“安心”
“没想到，当时真没想到，民警这么
快就帮我找回了电动车，过了几天又抓
到了小偷。隐珠派出所的民警真是给
力！太棒了！”
家住某小区的徐先生说起
自己“失而复得”的电动自行车时，不停
地夸赞民警。
10 月 15 日傍晚，徐先生把电动自行
车停放在店门口，没有拔下钥匙，没想
到，一转眼的工夫就被偷走了。这辆车
当时花了两千多元买的，徐先生很是心
疼。不过，徐先生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报了警。
隐珠派出所值班民警郭念德及时赶
到现场，调取了相关资料。郭念德把小

创城

进行时

早 报 11 月 23 日 讯 为 了“ 无 废 城
市”建设，共享美好生活，11 月 23 日，城
运控股城阳巴士在高新区新韵路公交场
站打造首座“无废场站”
。通过研究确定
方案，公交车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保养
频率、修旧利废、厨余垃圾变酵素、利废
为宝等方式，
使固体废物从源头减少，
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落地，
为岛城“无
废城市”
建设助力。
23 日上午，在高新区新韵路公交场
站机务人员张广健正在给 773 路公交车
的发动机、刹车、灯光、电瓶、轮胎等部位
细致检修保养。这是他在原有检修的基
础上又增加的保养频率。城阳巴士始终
秉承能修则修、能用则用的原则，
将更换
下来的零部件再找出可用件分类登记入
库等待使用，还鼓励大家开动脑筋修旧
利废，
从源头降低固体废物。
城阳巴士所打造的
“无废场站”
内的职
工餐厅堪称
“无废”
生态链。厨房人员将糖
和蔬菜根茎、
瓜果皮壳等厨房垃圾按照一
定比例兑上水装在密闭的容器里，
经过一
段时间的厌氧发酵后产生了棕色液体就是
酵素。制作酵素所剩下的残渣晒干后便是

崂山

拆除楼顶阳光房

早报 11 月 23 日讯 近日，在
崂山区香港东路某小区，伴随着大
型机械的进场作业，该小区 7 号楼
楼顶阳光房的钢架结构被成功吊离
拆除。
前期，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巡查发现香港东路某小区
存在多处楼顶阳光房，执法人员对
此类违建做了周密的筹备与策划，
从上到下协同运作，并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深入细致研究高层拆违相
关事项，
确定拆除计划和预案，
并连
同物业公司不断到居民家中开展思
想工作，最终说服居民配合拆违。
考虑楼顶阳光房较高，
拆除当日，
崂
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动云梯工程
车，借助 32 米长的云梯工程车，执
法人员和工人共 15 人经过近 4 个小
时的拆除，该处钢架结构的违法建
设被成功吊离。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鞠欣桐）

隐珠派出所警察走访商家。受访人供图
案当成大案办，走遍了周边多个小区，7
天后，
在某社区一个车棚里，
突然看到一
辆电动自行车与被盗的车子很像。
“接到
民警让我去辨认的电话时有点不敢相
信，结果到现场一看真是我的电动车。”
让徐先生更高兴的是，
又过了几天，
民警
再次打电话告诉他——小偷抓到了。
类似的民生小案，隐珠派出所民警
侦破过很多。今年以来，隐珠派出所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732 名，破获各
类案件 2200 余起，为群众挽回损失 300
余万元。

真诚服务 让群众更
“暖心”
“本来还担心办理医保的事给耽误
了，
没想到隐珠派出所的民警这么热心，

主动帮着联系了老家的派出所，当天就把
户口给落下了。
”
刚在隐珠派出所顺利落户
的市民刘先生对户籍民警李俐赞不绝口。
11 月 15 日，隐珠派出所户籍民警李
俐给刘先生办理投靠落户业务时，发现他
提供的材料里没有能证明父子关系的材
料。刘先生一听就犯了愁，因为要回原籍
办理证明就得专门跑一趟黑龙江。民警
李俐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慰刘先生不
要着急，主动拿起电话联系刘先生户口所
在地的派出所民警，说明相关情况后，对
方出具了刘先生的父子关系证明，并通过
微信发送过来。李俐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容缺受理”，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就办
理妥当了刘先生的落户手续，帮刘先生解
决了这个大难题。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见习记者 崔家琳）

首座公交
“无废场站”来了
变废为宝 城阳巴士助力岛城
“无废城市”建设

崂山

优化垃圾清运方案

早报 11 月 23 日讯 优化垃圾
清运线路、规范垃圾清运、全面监管
清运车辆、强化清运设备……11 月
23 日，记者从崂山区环卫园林总公
司了解到，为优化提升崂山区城区
垃圾清运作业，公司接连出实招，
多管齐下求实效。
崂山区环卫园林总公司建立
以皮卡、长安货车、前端收集箱式
货车、压缩车多种车辆结合的巡检
巡查模式，配合垃圾桶专业洗桶车
对城区公共点垃圾桶日常刷洗。
今年公司日常作业车辆全部纳入
区政府智慧环卫系统和信息监管
中心，通过 GPS、视频监控等多种
科技手段对作业车辆进行全方面
监管，发现违规现象能准确、及时
通报并整改。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宋李新 史文明）

胶州

强势推进拆违治乱

厨余垃圾循环再利用。
有机肥料，
厨余垃圾循环再利用，
实现了废
物从源头减量。城阳巴士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
再生利用为核心，
从工作每一个环节、
生活的每一个细处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

化”
，
秉持长效机制走“无废之路”，成为了
“无废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助力者和最终
受益者。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徐英 摄影报道）

早报 11 月 23 日讯 近日，胶州
市综合执法局李哥庄执法中队把拆
违治乱工作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对
全镇违法建设大摸排、大起底，
对违
法建设边摸排边拆除，目前已拆除
违建 9 处 300 余平方米。
为使治理工作更彻底更有序
地开展，该中队积极动员基层组织
力量，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将各新
村、各网格村（居委会）列为“两违”
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主抓辖区内
“两违”整治工作，新村指导员、新
村 书 记 、网 格 村 书 记 是 第 一 责 任
人，负责“两违”的摸底排查、整改
拆除治理、摸底排查统计上报、提
出辖区“两违”的分类处置意见等
方面的工作。
（观 海 新 闻/青 岛 早 报 记 者
牟成梓 通讯员 王艺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