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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优秀基层队所和个人

加强练兵

提高救援战斗力

时刻在执勤，时时在待命，
时刻准备着抢险救援，保护公
共财产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这就是消防官兵的天职。多
年来，邹平县公安局消防大队
始终坚持科学练兵“勤”为先的
原则，强化官兵体能、技能和战
术训练，扎实开展了打造“梁邹
消防铁军”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全县消防部队扑救火灾和处置
各种灾害事故的能力。

几年来，全县公安消防部
队共参加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
近千余起，成功处置了“2·25”、

“6·03”济青高速路乙醇泄漏燃
烧等急、难、险、重的火灾或抢
险救援事故，抢救遇险和被困
人员500余人，为国家和人民群
众挽回了巨大经济损失，赢得
了驻地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
的高度赞誉和一致好评。

严格执法

狠抓隐患排查整改

为切实消除火灾隐患，确
保社会火情稳定，大队先后开

展了冬春“清剿火患”战役、重
大火灾隐患集中整治、消防安
全”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冬春火灾防控和劳动密
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等工作。

活动开展过程中，大队执
法人员放弃节假日休息，加班
加点，采取公开透明的执法方
式，全面消除了公共聚集场
所、高层建筑等方面存在的一
大批历史遗留问题。

去年以来，大队共检查各
类社会单位713家次，督促整
改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 3 6 6
处，全面改善了邹平县的消防
安全环境。

热情服务

提高服务社会能力

消防工作涉及各行各业
和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
要内容。该大队始终把“谋优
质服务新思路、创为民服务新
理念”作为窗口建设的方向，
积 极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依 托

“365”消防服务中心，出台了
《十项便民利民措施》，优化办
事流程，推行“一次告知、二次

办结”、“预约服务”、“上门服
务”等举措，简化了办事程序，
缩短了办事时限；统一制作了
消防服务指南，向社会公布办
事程序、办事依据、申报要求、
办理时限、监督方式，优化办
事流程；为避免图纸遗失现象
发生，365窗口统一制作了分
类《窗口接件登记表》，实行责
任倒查机制，彻底解除群众担
忧。

加强宣传

提升全民安全意识

大队从贯彻“预防为主”的
消防工作方针入手，从基础工
作抓起，积极开展社会化消防
宣传活动，大力提升社会民众
的消防安全意识。建成了黛溪
湖消防主题公园、黛溪办事处
北关村消防体验室，打造全新
的全民消防安全教育平台，先
后开展了“3·15”消防产品宣
传、“119”消防安全宣传月和

“五自查四应会三提示”等大型
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0
多份，发送宣传短信10000余
条，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座
57次，营造了全民共建的浓厚
氛围。

军民鱼水

双拥共建一家亲

该大队牢记宗旨，始终把
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
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通
过多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为
民服务送温暖活动，无论是交
通事故处置、抢险救灾等大事，
还是为居民爬楼进屋取钥匙、
送水、取蜂窝等小事，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与驻地老百姓建
立了血肉关系，结下了鱼水情
谊。

自2007年以来，大队连续7
年在码头镇归苏小学开展了

“助学兴教”活动，捐助2名贫困
女童，捐款捐物达20000多元；
黛溪中队十年如一日照顾县军
干所孤寡老人吴银风，用自己
的津贴购买米、面、油、盐和一
些生活用品送到敬老院，并利
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到敬老
院，热心为孤寡老人做家务活。

近年来，大队共组织慰问帮
扶孤寡老人200余人次，组织幼
儿园、小学等参观体验消防活动
150余次，官兵们践行雷锋精神
的事迹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称
赞。

近年来，邹平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紧密围绕防火灭火中心工作，
扎实开展各项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不断提高部队灭火抢险救援能力和消防监督服务水平，有
效地预防和控制了火灾事故发生，为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本报通讯员 袁雯 本报记者 王忠才

进进学学校校
送送安安全全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防范和
管理，切实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法制意识，确保广大师生
出行安全，在“五·一”到来之际，
沾化交警深入辖区各个学校开展
了“小手拉大手、共创平安路”法
制宣传教育活动。民警着重讲解
了红绿灯、斑马线及过马路时的
注意事项等知识，并通过与学生
们模拟道路交通现场，加强了学
生们对道路交通的了解，加深了
学生们对于交通安全的认识。
本报通讯员 张云梓 摄影报道

三三人人专专盗盗变变频频器器，，涉涉案案332200万万元元
博兴警方一举破获系列盗窃企业变频器案10起

本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谭曙光 李晓梅 记者 王
忠才 ) 4月24日，博兴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联合兴福派出所
成功打掉一盗窃犯罪团伙，抓
获团伙成员3人，破获系列盗
窃变频器案 1 0起，涉案价值
320万元。

去年5月至今年4月份，博
兴县南部兴福、店子等乡镇的
钢板公司连续发生多起变频
器被盗案，涉案价值巨大，社
会影响较大，引发市县两级领
导高度重视，要求迅速破案，
及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博兴县局迅即抽调精干

力量成立专案组攻坚破案。今
年4月10日，店子镇某公司彩
涂车间内又发生价值26万元
的变频器被盗案。技术民警在
勘查现场时发现两种足迹与
以往多起案件现场足迹相符，
迅速进行串并。由于近年来的
钢铁市场不景气，大多数钢板
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受害人发
现被盗后的报警时间已与发
案时间相差甚久，给破案侦查
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专案组民警主动放弃周
末休息时间，加班加点连续调
取周边监控进行不间断摸排，
终于在4月6日凌晨0时7分的

监控画面中发现一辆可疑的
灰色面包车，但是由于光线灰
暗，无法辨清品牌及号牌。后
经过与现场遗留的轮胎印痕
进行比对，确定出嫌疑车辆为

“长安之星”。经过分析该车的
行车轨迹，发现博兴县兴福镇
某村谢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4月23日，专案组在掌握
大量证据的前提下将谢某控
制。同日，专案组又远赴日照
将段某一举抓获，并缴获作案
车辆。4月24日，将另外一名团
伙成员李某成功抓获。

经查，该盗窃团伙三名犯
罪嫌疑人曾经系某钢板公司

同事，因近年彩涂行业市场低
迷，三人下岗后萌生结伙盗窃
的想法，自2014年初先后驾驶
灰色长安之星面包车窜至兴
福镇、店子镇的几家钢板公
司，盗窃车间内的变频器作案
10起，并将盗窃来的变频器销
往东营、高清、淄川等地。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
(男，3 7岁，博兴县人 )、段某
(男，42岁，日照市莒县人)、李
某(男，34岁，博兴县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查证过程中。

下洼所警营文化

潜移默化聚警心

本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薛
安卫 ) 警营文化建设是基层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丰富的警营
文化可以丰富民警生活，增长民
警知识，同时还能用文化聚警心、
铸警魂、强警力。沾化下洼派出所
警营文化建设有阅览室、健身室、
廉政文化广场等设备设施。

工作之余，队员们会呼朋唤
友在棋盘上厮杀一番，或是静静
地读一本书、品一壶香茗，再来到
健身室挥洒着青春的汗水锻炼一
番，在菜园里锄一垄地、浇浇水，
体味劳动的辛苦与收获……

这一切渗透在队员的生活
中，陶冶着每一位队员的情操。潜
移默化的启发着、熏陶着和塑造
着队员的素质，这种“润物细无
声”的警营文化成为公安警魂的
铸造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和谐
警营也将成为提高公安队伍战斗
力的生长剂。

滨西分局抓获

两名盗油逃犯

本报讯 4月22日以来，滨西
分局组织开展以“依法严厉打击
扰乱建筑市场秩序犯罪、依法严
厉打击涉油犯罪”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治安“两打”专项行动，两名
涉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的批捕逃
犯落网。

4月29日，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在滨州市经济开发区的一砖厂内
将冯某某、冯某抓获。经民警审
讯，两人如实供述了在2011年7月
携带作案工具窜至油田输油管线
打眼并多次盗窃原油的犯罪事
实，现两人已被依法逮捕。

(通讯员 邱振华)

经区分局推进

车用燃油整治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涉及
车用燃油违法犯罪活动，营造诚
信有序的市场环境，近日，滨州
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组织民警
对辖区内的加油站点开展车用
燃油专项整治活动。

检查中，民警详细查阅了辖
区加油站购销台账、油品来源情
况、证书有效期限、基础设施是
否符合规定以及增值税发票的
开具情况，是否存在利用石脑
油、抗爆剂等化工原料生产“调
和汽油”谋取暴利，是否存在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商标权、
虚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对
加油站业主及员工加强法律宣
传，提高其法律意识。

通过此次检查，增强了各经
营站点的守法经营意识，各负责
人签订保证书，纷纷表示一定会
从正规渠道购进燃油，确保产品
质量，坚决抵制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的发生。 (通讯员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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