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1月 2 1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 19日，东昌府
区召开宣传贯彻《山东省禁
毒条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
上，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吴振
林向媒体通报了2017年全年
三年禁毒人民战争的主要成
效。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去年
东昌府区共破获涉毒案件15
起，查获吸毒人员26人，其中
新增吸毒人员9人，强制隔离
戒毒13人。

据介绍，在禁毒工作上，
2017年以来，东昌府区共破获
涉毒案件15起(其中毒品案件
7起，易制毒案件3起，行政案
件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 6

人，缴获冰毒42 . 48克，查获吸
毒人员26人，其中新增吸毒人
员9人，强制隔离戒毒13人，社
区戒毒8人。毒品违法犯罪举
报奖励129500元。社会面吸毒
人员见面核查人数94人。

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方
面，东昌府区辖区内列管的易
制毒化学品单位共有99家，其
中使用单位71家，经营单位28
家。2017年共审批网上购买、
运输证明485份。每一次审批
都做到了严格审查，确保不出
纰漏。平时采取定期不定期到
企业走访、检查，2017年整改
企业13家。同时加大向列管单
位宣传禁毒法律法规，严格各

项管理制度，使相关单位从业
人员提高了禁毒防毒意识，为
列管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服
务，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据了解，为做好禁毒工
作，2017年，全区各级各部门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将脱失
吸毒人员查控工作摆上重要
位置，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
落实工作责任、强化查控措
施。经过努力，最终于2017年
1 0月1 2日前，依法强制隔离
戒毒 3名社区戒毒超期未报
到人员，并成功劝说1社区戒
毒人员前来报到，全部完成
本 地 户 籍 4 名 脱 失 人 员“ 清
零”工作任务。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去去年年查查获获2266名名吸吸毒毒人人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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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召开禁毒发布会。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李
晓辉) 20日，莘县一名妇女
手指不慎被机器削断，情况
危急，为及时送到医院向高
速交警求助，接警后，高速

交警驾警车火速将其送到
医院。

据了解，1月20日晚6时
30分左右，聊城高速支队合
成作战室接群众电话求助，
莘县张寨镇一名妇女因在

板厂工作中操作不当，右手
食指被机器上的刀片削掉，
长约两公分，急需到聊城市
人民医院紧急救治。

接报警后，聊城南执法
站乔飞队长立即协调聊南收

费站开辟救助绿色通道，并
迅速安排聊南执法站乔有
堃、曹龙凯两名同志，火速驾
驶警车开道护送伤者赶至聊
城市人民医院，为伤者及时
进行手术争取了救治时间。

女子手指被机器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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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月 2 1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海燕) “紧急时刻，多亏
了咱们交警同志伸出援助
之手，太感谢了。”1月17日
上午，聊城一企业的工作
人员抬着一块写着“警民
一家亲 遇难见真情”的
牌匾来到聊城市交巡警支
队开发区大队四中队，对
民警董瑞忠为员工于之田
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原来，事情要从四天
前说起，1月 1 3日上午 1 1
时，该公司员工于之田在
斗虎屯变电站施工现场不
幸被钢板砸中头部，造成
当场昏迷，情形十分危急，
工人随即联系脑科医院送
往救治，由于工地距离脑
科医院较远，需经多个路

口等红灯，为了争取时间
使伤员及时得到救治，在
途经光岳路与北外环交叉
口时遇执勤民警董瑞忠，
在与民警说明情况后，民
警迅速驾驶警车在前方带
路 以 最 短 的 时 间 赶 到 医
院，由于救治及时，伤员现
已脱离危险。

由于于之田还在医院
就医不能当面致谢，所以
请同事送来了这块“警民
一家亲 遇难见真情”的
牌匾以及一封感谢信，信
中这样提到：由于时间仓
促，没有留下交警同志的
姓名电话，后经多方打听
得知在危急时刻伸出援助
之手的交警是开发区交警
大 队 四 中 队 的 董 瑞 忠 同
志，在危急时刻需要帮助

时 他 义 不 容 辞 地 伸 出 援
助，我公司深表感谢，他的
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品德
真正体现了警民一家亲，
在此我公司衷心感谢开发
区交警大队四中队，感谢
人民的好交警董瑞忠。

据了解，如今伤者已
经脱离危险，为向开发区
交警大队民警表示感谢，
于之田同事特地将牌匾和
感谢信送到民警手中，以
感谢董瑞忠在危机时刻作
出的举动。

工工人人被被砸砸昏昏交交警警帮帮忙忙紧紧急急送送医医
其所在公司送来牌匾和感谢信

被砸员工的公司送来牌匾表示感谢。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肖
从彬) 为严厉打击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净化道路交通
环境，保证道路交通安全、
有序、畅通，1月20日晚10时
至21日凌晨3时，聊城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高唐大队全
员上路，对严重超载大货车
进行专项整治，19辆严重超
载大货车被查扣。

警方介绍，此次整治过
程中，高唐交警大队全体班
子成员深入一线，与民警共
同行动，拦截查处违法车
辆，行动中，民警采取在车
前方侦察预警、后方警车实
施拦截的方式，对严重超载
大货车进行不漏网式地查

处，在行动中，对部分违法
驾驶员锁闭车门、弃车而走
的违法车辆，实施专业开
锁、破窗执法等手段，对违
法车辆依法查处，当晚，午
夜过后，路面出现团雾，民
警在自身安全受到极度威
胁的情况下坚持路面执法，
直至凌晨3时结束。

整治行动中，大队共组
织5个中队和1个危险驾驶
罪专门办公室，出动警车8
辆，民警40余人；当夜查处
号称“百吨王”的严重超载
大货车19辆，其中2辆被实
施破窗执法，1辆涉嫌非法
改装。警方介绍，平时这些
非法货车上路行驶，对其它
驾驶人是一种安全隐患，平

时发生的事故当中，很多都
是由这种超载货车引发，像
刮碰、追尾等很平常。交警
介绍，除了给交通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这种超限超载货
车还极易对路面造成一定
的破坏，缩短公路正常使用
年限。

高唐交警专项整治超载大货车

一一夜夜查查扣扣1199辆辆严严重重超超载载““百百吨吨王王””

高唐交警行动现场。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20日，在
济聊高速聊城段发生惊险一幕，一
辆轿车不按规定变道，险些酿成事
故。最终，驾驶员对自己的行为付出
了代价，交警依法对其记3分，罚款
200元。

记者从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中
看到，1月20日下午16时9分，驾驶人
侯某某，驾驶小型汽车，在济聊高速
55千米+500米茌平下口处，突然变
道，骑轧导流线缓慢行驶，后面一辆
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无奈只能选择向
右躲避下高速。

同时，后方一辆大客车也紧急
刹车，险些发生追尾事故。针对这辆
违规小车，茌平执法站交警将其拦
下后，依法对其做出处罚。对其骑轧
导流线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记3
分，罚款200元；对其在高速上的危
险驾驶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

小轿车不按规定

变道险酿事故
驾驶员被记3分，罚款200元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李
怀磊) 21日上午，记者从冠县警方
获悉，一女子因其朋友的车交通违
法被处罚，随后其在网络以发帖的
形式辱骂交警，最终被警方处以5天
的行政拘留处罚。

据了解，1月19日上午11时许，
居民武某的朋友在其单位前违章停
车后，被交警开具罚单。因心存不
满，武某便通过百度贴吧发布了一
则信息公然辱骂交警。针对武某辱
骂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及时进行了立案查处。

派出所民警对武某依法传唤进
行讯问，违法行为人武某对自己在
网上发帖辱骂交警的行为供认不
讳。为进一步严肃法纪，强化道路交
通处罚的法制性和规范性。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警方依法给
予武某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

不满朋友被处罚

冠县一女子发帖

辱骂交警被拘

挂失声明
聊城大海广告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不 慎 丢 失 ，编 号 ：
913715027687051390，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车主季太东，身份证号：

372501198401248652，车牌号：鲁
P099RL。发动机号：8GC0720510，车
架号：LZWADAGA6GF246861，商业
险保单号10919036020170049179，车
型：五菱宏光s，已灭失。所有保单
被烧毁，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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