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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

田怀宇说"一要深化学习教育$始终坚持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政治意识"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深入开展学习研讨活动的重大意
义$ 二要做到知行合一$ 按照&学懂弄懂做实'的要求"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 三要突出
问题导向$ 通过学习研讨"突出问题导向"结合工作实
际"着力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做实做细$四要坚持立查立改$紧密联系思想%工作%作
风%纪律等方面"在解决存在问题上使劲发力"有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

据悉" 这次学习研讨活动从现在开始至8月底结
束$共分&动员部署%深入学习%查摆问题%认真研讨%巩
固提高%形成常态'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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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投资项目并联审批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郭元明"

6月 8
日" 我市召开投资项目并联审批推
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胜
出席会议" 各组成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上宣读了部门联席会议规
则$

李俊胜在讲话中要求" 一要统

一思想" 进一步做好投资项目并联
审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政府
投资项目设置程序繁琐" 部门审批
时间长" 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不相适
应$ 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简政放
权" 适应新时代要求$ 二要把握重
点"全面推进项目并联审批工作$严
格执行&两集中%两到位'"即审批事

项由多个科室向一个科室集中"审
批项目向政务大厅集中( 要做到人
员到位"授权到位(要坚持科学%合
理%便捷%高效的原则"进一步优化
工作流程"搭建网络信息化平台"实
现部门信息共享" 全面强化流程监
管#三要压实责任"确保投资项目并
联审批工作落到实处#

我市召开2018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宋斌"

6月 4
日下午" 我市召开 2018年全市食
品安全工作会议暨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工作推进会议# 副市长
梁明军" 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负责
人"各乡)办*分管领导和食药监局
中层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食安委
第五次全体会议和省! 临汾市食安
委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市食安办主
任! 食药监局局长总结了 2017年
工作并安排部署了我市 2018年食

品安全工作任务( 梁明军代表市政
府与各乡)办*政府!各相关成员单
位签订了+

2018年度食品安全责任
书,$

梁明军指出" 市食安委各成员
单位负责人!各乡)办*政府要全面
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科学理
论"&六个基本'牢记于心"准确研判
形势" 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的信心和决心$ 他要求"各乡)办*!

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
管合力" 严格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
过程无缝隙监管( 要结合我市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实际和 &创建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要求"打造创建
亮点工作"制定有效落实措施"尽快
补齐短板"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
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为保障
全市人民群众吃的安全! 吃的放心
做出应有的贡献" 守住我市食品安
全无事故的底线$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材料(四)
! !

目前非法集资形势的特点

当前"全国非法集资形势依然
严峻"案件持续高发 "跨省份案件
增幅明显"新发案件主要以直接吸
收资金形式为主"不断向新兴行业
和领域蔓延"投资理财!网络借贷!

房地产中介!农业产业会社成为发
案高地$

我省非法集资形势也不容乐
观"案件持续高发"涉案金额和人
数不断增加"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
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高位运行$ 二
是大案要案!跨区域案件增多$ 三
是局部地区和重点行业领域问题
突出$ 四是非法集资与企业债务!

民间借贷深度交织"情况复杂$ 五
是非法集资花样手段翻新"职业化
趋势显现"隐蔽性加大$

总体来看"目前我省非法集资
风险还未充分暴露"受经济环境的
影响"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非法
集资案件及风险将长期存在并呈
现加剧态势$

当前"我省非法集资风险主要
集中以下几方面-一是投融资中介
行业"包括各类投资)管理!咨询 *

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 !第三方
理财机构等$ 部分机构采取虚构投
资项目!代客理财的方式 "以为项
目! 企业融资或提供担保服务为
名"承诺高额回报"公开向社会公
众募集资金$ 二是农业!林业"主要
包括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违规开
展吸储业务"直接或变相吸收公众
资金$ 三是房地产和能源矿产行
业"主要是部分企业受当前经济下
行!利润下跌及融资困难等因素影
响"为缓解资金链紧张进行民间融
资" 由民间借贷转化为非法集资$

四是典当行!寄卖行等机构存在违
规经营" 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有
的商贸公司!酒楼饭店 !汽车销售
公司及个人直接向公众吸收资金
用于发放高利贷$

一些高风险行业案件频发"个
别案件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严重影
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非法集资事关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稳
定和经济金融安全"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已经成为一项长期!复
杂!艰巨的任务$

非法集资案件的处理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
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 !审理的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
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并将
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
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
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
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
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
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
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
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
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
的" 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
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侯马市处置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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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审计局加大对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审计力度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东瑾"市审计局在 2018年预
算执行审计中"聚焦扶贫领域!关注涉农资金"加大对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审计力度$ 要求各审计组在实施审
计过程中"紧盯扶贫领域"把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截留
私分涉农!扶贫资金等问题作为审计重点$审计组要充
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主动进村入户"实地走访调查"

了解情况!掌握线索"&以审促进'"提高各项涉农!扶贫
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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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

周年#

"

月
$&

日#凤城乡在悦读会举行&庆七一 听党话 跟党

走 比奉献'暨&讲述身边的感动'党员先进事迹

演讲比赛% 乡党政班子成员$乡挂职锻炼干部$各

党支部书记及各支部选送的选手参加活动%

每逢周三#在庙寝公园的树荫下#一支身着统一

服装的老年乐队在此相聚#各自操持着不同的乐器#

用不同的曲子抒发着老年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热

爱% 悠扬的琴声#高昂的板胡#还有那来自南国的闽

剧#磁石般的吸引着游园的观众#每到高潮处#总能

听到阵阵喝彩声%

夕阳红乐队成立于十年前# 现有成员
!&

余人#

年龄最大的
""

岁#最小的
'$

岁#有着共同爱好的他

们一起学习乐理知识#切磋演奏技巧#协调各种乐器

演奏时的配合%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演技水平的提

高#在负责人高秉钦的召集下#共同出资购置了一套

音响#为夕阳红乐队锦上添花% 他们不仅自娱自乐#

还把这种欢乐送给敬老院的老人们% 席艳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