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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临近，旅游价格涨幅较大

德德州州至至多多个个旅旅游游城城市市余余票票不不多多

本报记者 刘潇 见习记者 石帅 通讯员 赵琳

能高空侦察，喷洒农药；
也 能 快 速 测 绘 ，物 资 输
送……这样的无人机堪称

“黑科技”，在现实生活中是
否真实存在？来自宁津公安
的这名基层警察会斩钉截铁
地告诉你：“是！”

这名基层警察叫李明，
男，1988年出生，宁津县公安
局相衙镇派出所的普通民警。
然而李明并不简单，他把自己
设计、组装的“警用无飞机”用
于实际案件侦破，取得了丰硕
的战果。

曾经是一名航模发烧友

10岁时，李明就迷上了航
模，高中、大学、工作后，这个
爱好一直陪伴着他。“对于航
模以及各种飞行器，我自认为
是一种痴迷的热爱，不管是航
模理论知识，还是制作模型，
每次都能让我乐享其中，为此
还参加了各种类型的航模比
赛。”李明说。

现在，李明对无人机情有
独钟。而他究竟何时与无人机
结缘，这要从2 0 1 1年说起。
2011年7月，李明从郑州铁路
警察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了宁
津县公安局相衙镇派出所一
名基层民警。“那时候无人机
才刚刚兴起，本着‘把玩’的心
态，我购买了一架小型的无人
机，主要是用于航拍一些周围

的景色。”
后来，李明利用业余时

间，啃下工程力学、空气动力
学和飞机飞行原理等多本专
业书籍，甚至还尝试自己动手
制作齿轮和机翼，通过自学，
他学会了拆卸、设计和组装无
人机，并成为了无人机的维修
行家。经过不断地学习、摸索、
研究，李明在无人机这一领
域，变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资深玩家变身“案件”达人

“每一次摔倒，都是为了
振翅高飞。”每次在遇到困难
时，李明总有着自己的人生哲
学，这也让他开始在无人机方
面有了新的思考。大概在2014
年，无人机已经发展的风生水
起，李明心里开始有了个“小
九九”，为何不尝试将其运用
实际的案件侦破工作呢？

无人机与警务工作的结
合，让李明的个人爱好有了用
武之地。为了进一步拓展无人
机的案件侦破功能，他开始陷
入新一轮的思考，他尝试在组
装的无人机的机身上，安装一
些实打实的“硬件”设备。摄像
头、抛投器、喊话器等设备的
运用，实现了无人机在案件侦
查和侦查方面的可能性。

“高清飞行摄像头，可以
很隐蔽的侦查目标；抛投器使
用以后，可以实现远程的物资

输送；喊话器可以实现高空的
语音宣传和传播功能......”李
明以专业的角度，向记者娓娓
道来，警用无人机中的这些

“硬件”设备在案件侦破中的
运用。

近年来，李明遥控着小小
无人机，屡立战功。2016年5月
30日下午，宁津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依法对涉嫌故意伤害
罪的犯罪嫌疑人杨某进行传
唤，传唤过程中，杨某拒不配
合，辱骂民警，用砖头、啤酒瓶
等物品投掷民警、警车，后持
弩箭躲入家中。

在此过程中，李明执飞了
一架带有“宁津警航”字样的
警用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搭载
有30倍变焦摄像头，对现场及
杨某躲避位置进行了远距离
高空侦查。“主要是抓捕民警
可以通过无人机反馈的现场
画面，对现场情况进行更加直
观精准的分析，从而确定具体
的抓捕方案。”最终，在他执飞
的警用无人机配合下，警方顺
利将杨某抓获。

值得一提的是，现如今，
宁津县公安局通过“警务无人
机”的开发，在侦查破案、社会
管理、公共监管、群众民生、应
急处置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
深度提升。

飞行高手考下“飞手”驾照

从开始接触无人机到现
在，李明称，自己已经花费了
20多万元，帮助他人设计、组
装无人机也已近40架。

2017年，李明终于迎来警
营人生的精彩时刻。他自主研
发的查打控一体化警用多功
能无人机获“德州公安基层
科技创新奖”二等奖；他参加
的全省公安机关警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实战演练活动成绩
优异；他同时在全国警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实战演练中又
斩获多项荣誉。

同年，李明也通过自身的
不断努力，考下了无人机驾
照，成为行业内一枚专业人
士。采访期间，李明向记者展
示了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
驾驶员协会(英文简称AOPA)

授权签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系统驾驶员合格证”，其
上面标注有合格证编号、持证
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地
址、国籍和照片等信息。

在李明看来，无人机“驾
考”比考汽车驾照要难得多。

“机长考试为期两天，共分为
理论考试、口试、实操飞行、地
面站飞行4个环节。”李明介
绍，尽管考试时间不长，但是
前期的培训需要脱产学习近
一个月，花费也达一万多元。

而这所有的一切，李明只
用两个字来形容，那便是“值
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
还将带着他的飞行梦，受邀
去参加央视真人秀节目《警
察特训营》，做一名无人机的
飞行教官。

基基层层民民警警酷酷爱爱无无人人机机
玩玩转转““黑黑科科技技””屡屡次次立立功功

本报 9月 1 1日讯 (记者 张磊
通讯员 于小晴 ) “您的车属

于便道违章停车，请立即驶离，否
则将依法予以处罚和拖离，感谢您
的配合。”9月11日，在三八路崇德
四大道，一辆违停车辆被劝离。由
于该车主及时驶离便道，并未受
到处罚。

据悉，为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
秩序管理，确保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的顺利进行。德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直属四大队采取“边宣传、
边处罚”的整治模式，加大对违停
车辆的整治力度。

“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
们每天都会对违法停车进行清理，
一旦发现侵占人行道、盲道的车
辆，会尽快联系车主驶离。如果对
方不听劝阻，或车主长时间不到
现场，将开具处罚告知单，罚款100
元，并进行拖车处理。”交警直属四
大队民警说。大队通过实施“贴条、
拖车、抓拍”等措施，确保了辖区
重点路段无违章停车现象，辖区道
路交通秩序得到好转，逐步形成了

“文明行车，规范停车”的良好社会
氛围。

交警直属四大队

全面整治“违停”乱象

9月11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虽然距离“十一”黄金
周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但已
有不少旅行社为了抢占市场，
陆续推出国庆游路线。

据青年路一家旅行社工
作人员李女士介绍，国庆假
期，不少家庭选择组团出游，
像有玻璃栈道、漂流等适合亲
子活动的景区备受欢迎。但年
轻人的出游路线更偏向成都、
西安等有吃有玩的城市。

李女士坦言，随着黄金周
旅游人数的增加，出游价格也
是水涨船高。李女士分析，价
格上涨的原因是“十一”期间，
景点门票、住宿等不再打折，
短途出行以大巴为主，价格浮
动不大，但长途出游以飞机为
主，价格较平时涨幅较大。以
云南为例，9月25日之前的路
线价格在3000元左右，“十一”
期间能涨到4000多元。

10月1日是“黄金周”的
第一天，不少旅客选择在当

天出行。9 月 1 1 日，记者从
12306中国铁路服务中心了
解到，假期首日由德州发往
不少热门旅游城市的列车票
余票已不多，打算出行的旅
客得抓紧购买。

记者从客服中心网站了
解到，假期首日由德州去往青
岛方向的20余趟列车中，仅有
3趟列车的特等、商务座还有
余票，其他车次的列车票已经
全部售完。同样，去往徐州、南
京、杭州等南下方向车次的高
铁车票也所剩不多。以杭州方
向为例，假期首日，仅有4趟列
车的站票还有余票，再有旅客
想坐着去杭州并不容易。

相比较于紧张中途列车
票，前往北京、天津的短途车
票较为充裕，由于途经德州
的车次较多，市民可按照出
行计划选择合适的车次时
间，若没有及时抢到目的地
的车票，可以先乘车至北京、
天津再转车。

本报记者 路龙帅 见习记者 王金刚

“十一”假期，有
的市民选择跟团出
行，有的选择乘坐高
铁、动车出行，也有
部分市民选择租车
出行。

9月11日，记者走
访市区多家汽车租
赁 公 司 了 解 到 ，近
期，汽车租赁市场也
将迎来节前的一个
小高峰，租车价格也
有所上涨。

据向阳路上一汽
车租赁公司的老板
刘女士介绍，早在月
初，就有不少客户到
店内咨询订车了。目
前，其店内的车辆基
本已经订出近8成。

“订完就不再接受预
约了。”刘女士称，每
年“十一”前半个多
月，其店内都会迎来
一个订车的高峰期，

今年也不例外。
“现在很多人都

乐于在假期自驾游，
也有部分外地工作的
人可能会选择在假期
回一趟老家，这其中
有很多人选择在本地
租车。”刘女士称，在
租车的人群中，大部
分都会选择三四天左
右，时间并不算长。

至于租车价格，
刘女士坦言，“十一”
假期期间的价格会比
平时高一些。以乘坐
5 人 的 别 克 凯 越 为
例，平时的租车价格
为100元/天，假期期
间的价格为145元/
天，而乘坐7人的商
务车单日价格比平
时能高出近100元。
即便如此，前来租车
的客户还是比平时
多出不少。

热门旅游线路涨价不少 租车出行迎来小高峰

“十一”小长假将至，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旅游。9月11日，记者获悉，目前，“十一”期间旅游线路报价已经出炉,
吸引不少市民咨询报名。乘坐火车、高铁动车、出行的客流也非常集中，假期期间租车出行将迎来一个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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