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汇11 2018 . 7 . 18 星期三
编辑、组版/李良栋

举报17类黑恶霸痞奖励1000到20万元
济南出台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

隔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马青

生活日报7月17日讯 扫黑除
恶再发力。近日，济南出台黑恶霸
痞有奖举报奖励办法，举报村霸、
市霸、地下讨债公司、及雇用网络
水军等17种情形，最低奖励1000
元，最高奖励20万元。举报时可以
实名，也可以匿名，警方将依法保
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举报17种黑恶霸痞情形有奖

为深入推进济南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近日，济南市出台黑恶霸
痞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该办法
自7月14日生效，有效期至2022年
12月31日。本办法所指黑恶霸痞违
法犯罪线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线索、恶势力犯罪集团线索、
涉恶类犯罪团伙线索、涉恶常见各
类霸痞犯罪线索和黑恶犯罪团伙
案件在逃人员线索。

涉黑恶霸痞组织及人员违法
犯罪活动，主要包括17种情况。具
体而言，包括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
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
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
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
基层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
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
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
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
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等。

实名或者匿名举报都可以

本办法所称的黑恶霸痞违法
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具体范围指：公
安机关未发现或掌握的黑恶霸痞

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已立案侦
查的黑恶霸痞违法犯罪案件中，嫌
疑人所实施但公安机关尚未发现或
掌握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正在追
捕的黑恶犯罪团伙案件犯罪嫌疑人
的具体藏匿地点或活动路线等。

本办法的奖励对象为举报济
南市范围内黑恶霸痞违法犯罪活
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名，
通过当面举报、信函、电话、网络
或其他方式进行举报。实名举报
的应提供举报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及联系方式等情况。举报人可
向济南各级公安机关举报黑恶霸
痞违法犯罪。各级公安机关按照

“谁受理、谁反馈、谁奖励”的原
则，积极受理各种方式的举报，及
时查证并反馈、奖励。公安机关对
举报人提供的黑恶霸痞违法犯罪
线索一般在3个月内核查完毕。

奖励额度1000元到20万元

举报人举报的黑恶霸痞违法

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按照公式
的标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具体而言，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以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移送起诉的，
奖励人民币5万至20万元；公安机
关根据线索抓获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集团头目或主犯的，奖励人民
币1万至5万元；抓获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集团骨干成员的，奖励人
民币5千至3万元；抓获其他一般成
员的，奖励人民币1千至5千元。

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举报人在
同一案件中，分别发挥上述不同作
用的，应当重复奖励。对举报线索
实行首报奖励和次报补充奖励机
制。对多人举报同一线索的，原则
上只奖励第一举报人。

举报人提供的黑恶霸痞违法
犯罪线索符合奖励条件的，由济南
市公安局扫黑除恶办公室进行认
定后，由公安机关办案单位在查证
属实或破案后10个工作日内，按市
局情报奖励审批程序审批。审批通
过后，公安机关应在10个工作日内
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周瑞

7月2日，兴福镇兴合李村村
民孙某某，满怀感激地将一面印
有“神速破案、热心为民”的锦旗
送到博兴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子
锋手中，对博兴交警事故科办案
民警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快速、
高效破获交通逃逸案件，表示衷
心感谢！孙某某紧握大队长王子
峰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

据当时事故科办案民警回
忆，6月3日19时49分许，在曹纯路
兴合社区以东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轿车与一辆电动三轮车
相撞，有一名老人和一名一岁左
右的小孩受伤，轿车逃逸。博兴
交警大队接警后迅速出动，民警
到达后在排查事故现场时发现，
除肇事绿色电动三轮车外，还有
一小块疑似肇事车辆的中网亮
条，亮条上有少许电动三轮车漆
片，电动三轮车尾部留有少许白
色漆片，根据事故现场的遗留
痕迹，办案民警初步判定肇事
车辆疑为一白色轿车，逃逸方
向为向东逃逸。

民警仔细环顾事故现场周
围，发现事故现场并无监控录
像，也没有发现目击证人。在办

案民警仔细勘查完现场后，迅
速联系兴福镇派出所调取了事
故现场周围的20余个监控录像，
对出现在监控画面中的50余辆
白色轿车逐一排查。经过30多个
小时的不懈努力，发现店子镇王
某某名下的鲁MWK×××小型
轿车有重大嫌疑。锁定目标后，
办案民警立即赶往店子镇，就在
办案民警准备去店子镇查扣肇
事嫌疑车辆时，鲁MWK×××
小型轿车的驾驶员肖某某迫于
压力委托朋友给办案民警打来
电话投案自首。肖某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自己驾车发生事故
后肇事逃逸的全部过程，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6·3交
通肇事逃逸案成功告破。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在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立即停
车，做好现场保护。交通事故造
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
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拦住过往车辆将
受伤人员送往医院，并拨打122
或者到附近交通事故报案点报
案，或者请他人向交通警察或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若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
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
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
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交通
肇事逃逸”，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隔记者 郑希平 实习生 董映雪

生活日报7月17日讯 7月17
日上午，山东文旅产业联盟线上联
合孵化平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
济南市历下区明府城举行。此次签
约意在进一步推进山东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及特色文旅产业化开
发的进程，结合企业优势资源，建
立以互联网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线
上线下融通为定位的联合平台。山
东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蒋士秋、济
南市旅发委副局长魏晓林、济南市
文广新局非遗处副处长史胜文及
历下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本次签约仪式。此外，到场的还
有部分山东旅游企业领导代表及

“非遗”传承人代表。
签约仪式伊始，山东名品董事

长巩茜、文化尚品董事长赵华分别
作致辞发言。在山东文旅产业仍
存产品同质化、特色精品缺乏的
问题下，巩茜认为此次借助联合
平台战略合作这一创新形式来引
领“非遗”产业化、实用化，是大势
所趋、顺势而为，同时她也坚信互
联网+、“非遗”旅游、“非遗”文创
三结合能使得山东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以更好地展示、保护、教育、
传承，从而宣传“非遗”记忆、提升

“非遗”原创品牌内蕴产值。赵华
承其所言，提出当今国家文化大

战略背景下，希望能够借此借力
山东“非遗”传承人的优秀作品、
国家设计团队力量及战略各方的
优势资源一道为山东文化产品、

“非遗”文创产品提供一个广阔的
联合孵化平台，这也是在传承中
华文明、传承中国工艺之路上坚
持不懈前行的必经一程。

随后，巩茜、赵华代表山东名品、
文化尚品企业正式进行战略合作签
约，并与山东省水发集团代表王德
荣、曲阜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代表尹洪福及台儿庄古城旅游
景区副总经理段绪刚一道为山东文
旅产业联盟揭牌。紧接着，蒋士秋、魏
晓林、巩茜、赵华共同为联合孵化平
台揭牌。尹洪福致辞之后，市文广新
局副局长杨丛柏也上台发言，表达了

美好祝愿与希冀期待，明府城管理中
心总经理刘昌华也作发言。

仪式结束后，到场人员一道前
往体验“非遗”项目，以切身体验来感
受山东传统文化之风、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美，他们纷纷感慨“非遗”内蕴之
丰富，同时也有不少到场者表达了对
线上联合孵化平台的期待。

据了解，本次战略合作将由文
化尚品利用技术力量、线上优势进
行线上联合孵化平台的研发构建，
并融合产品展示、交易、互动于其
中；而山东名品则将向平台导入产
品线与自身资源，并进行线下的发
展推动。双方将联合深入开展合
作，利用线上平台的资源共享，进
一步向着中国品牌、“非遗”原创品
牌的目标携手共进。

博兴交警“神速破案 热心为民”
48小时内破获交通肇事逃逸案，当事人送锦旗致谢

山东文旅产业联盟线上联合孵化平台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隔首席记者 王健
实习生 韩枫

生活日报7月17日讯 7月
13日，济南大东环高速新建设工
程征迁工作动员会在章丘召开，
济南大东环章丘段全面铺开。据
悉，2017年12月29日，济南绕城
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段(大东
环)正式动工。项目计划工期36
个月，2020年12月建成通车。届
时，济南也是有四环的城市了。

今年将完成投资12 . 5亿元

17日，记者从章丘交通局
获悉，7月13日召开的济南大东
环高速新建设工程征迁工作动
员会上，省项目办负责人介绍了
济南大东环高速新建设工程相
关情况，通报了项目用地情况，
明确了拆迁标准。根据初步设计
提供的数据，大东环用地总规模
339 .83公顷，其中在章丘段用地
总规模144 .37公顷。拆迁标准将
采用省、市最新的征迁标准。

根据安排部署，该项目计划
今年完成投资12.5亿元，其中征
迁工作完成8亿元，工程实体完
成4 . 5亿元；主要进度为路基土
石方累计完成30%，桥梁上部结
构累计完成10%，基础及下部结
构累计完成30%。

据悉，2017年12月29日，济
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段
(大东环)正式动工。该项目由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中铁十四
局集团、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旗

下的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三方以BOT模式共同出资
建设，项目计划工期36个月。目
前，章丘段已经全面铺开。

大东环2020年年底建成

据悉，济南大东环工程项
目是京沪高速公路济南东绕城
段的并行线，是山东省高速公
路网中长期规划青岛至夏津
(鲁冀界)高速公路支线的组成
部分；同时也是规划中的济南
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的东段。

该项目主线起点位于青银
高速与济广高速连接的唐王枢
纽立交，与青银高速唐王立交
至机场枢纽段顺接；终点位于
章丘市曹范镇北曹范村西南的
京沪高速。项目采用双向六车
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
计时速为120公里。主线设济南
服务区1处；主线匝道收费站4
处，分别为城角巷互通收费站、
龙山互通收费站、圣井互通收
费站、吕家庄互通收费站。

大东环的建设进一步完善
了东部城区路网布局，可以有
效分流现绕城高速公路东线的
过境车辆，根据省政府的要
求，大东环2020年年底将建
成通车。届时，济南也是有四
环的城市了。去年年底，济南
二环高架成环，绕城高速成为
济南的三环，大东环就是济南
的四环。在济南的“三环十二
射”高速公路网规划中，还包括
大西环、大南环和大北环。

济南大东环建设章丘段全面铺开
2020年12月建成通车，济南能唱“四环之歌”了

济南出台黑恶霸痞违法犯罪有奖举报办法。 首席记者 吴永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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