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佳节，守护安宁

全全市市22660000余余名名公公安安民民警警护护佑佑平平安安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张锦程 ) 中秋佳
节，滨州市公安机关按照市委、市
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科
学调整警力部署，全市2600多名
民警上岗，强化治安巡逻防控、加
强道路交通疏导、深入开展安全
检查，确保了中秋节期间全市社
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节日前夕，副市级干部、市公
安局局长桑培伦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对节日期间社会面安保及道路
交通、消防安全、危爆物品管理等
安全监管工作作了再部署再强调。
节日期间，全市公安机关深化“破
案攻坚会战”、“打黑恶、反盗抢安
民行动”、“打传销反欺诈促和谐”、

“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等
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
罪的高压震慑态势。

对发生的现行案件，实行“三
警”“五长”同步上案，快侦快破，严
格落实一级巡防机制，坚持24小时

“警灯闪烁工程”，整合多警种开展
街面巡逻，动员“六支队伍”的社会
力量参与巡逻防范，有效防范和遏
制了街面违法犯罪，增强了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对城乡结合部、“城中
村”等重点地区，中小旅馆、出租房
屋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毛
毛雨”式清查，消除治安隐患和管
理盲区。

交警部门落实“三长负责、四
定一保”责任制，加大对国省道及

交通事故多发路段的巡逻管控，
通过成立执法小分队、异地执法、
联合执法等形式，严查严纠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针对短途旅
行，组织人员对通往旅游区的道
路、桥梁及事故易发路段进行隐
患排查，集中整治，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防护措施。

节日期间，全市共出动警力
70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5000余起，各级消防部门检查单位
203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370处。全市刑事案件数、火灾起
数、交通事故数比上年同期分别
下降11%、69 . 6%和27 . 6%，全市社会
治安秩序持续稳定，未发生有影
响的重特大交通、火灾事故。

9月19日，滨城区公安分
局市西派出所民警携带月饼
和肉来到南杨敬老院、周集
敬老院走访慰问，与老人们
拉家常、谈心聊天，帮助老人
打扫卫生，晾晒衣服被褥，对
老人嘘寒问暖，详细询问了
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娱乐生
活，同时向老人们表达了节
日的祝福。

本报通讯员 彭乐 摄影
报道

温情送中秋 情暖敬老院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张云梓

薛贵龙 ) 9月11日6时，沾
化县环卫工人刘师傅在富
源办事处某村口清理垃圾
时，发现路边的水沟内有一
辆黑色轿车浮在水面上，四
轮 朝 天 ，水 已 经 没 到 了 车
轮。刘师傅赶紧报了警。

沾化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事故科民警接到报警后，
立即驱车赶往事故现场，途
中紧急通知消防队和施救
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
黑色轿车翻在水中，无法确
定车内是否还有人。民警立

即组织施救车开展救援工
作，将轿车慢慢推向岸边，
两名民警下水将轿车用力
向上托起，发现驾驶员果然
被困其中，已经昏迷。交警
立即组织现场所有人员进
行救人，在消防大队和周围
村民的配合救援下，将驾驶
员从驾驶室内抬出，与医院
人员一起将伤员抬上救护
车，同时安排警车为救护车
开道，以最快的速度保证伤
者得到最好的救助。

目前，伤者张某已脱离
生命危险，正在进一步恢复
治疗。

轿车出事故翻入水沟

警警民民联联手手救救出出被被困困司司机机

无棣交警：

一车一档建台账 源头管控渣土车

警务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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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刘博) “破案攻坚
会战”开展以来，彭李派出所高度
重视，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紧
密结合辖区实际，多点发力，多措
并举，全面打响攻坚战役。截至目
前，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9起，治
安案件25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
嫌疑人73人，追回逃犯7人，查获
被盗车辆1部。

狠抓督导奖惩，把重视程
度“提上来”，会战开展以来，彭
李派出所先后召专题会议，安
排重点工作，强化全体民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会
战”深入开展，制定了《“破案会

战”奖励办法》，充分调动了全
所人员参与会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彭李派出所紧密结合办
案需求，狠抓各项业务培训，组
织开展“每日一学”、专题讲座
等系列培训活动，针对业务知
识进行培训，提升全警理论知
识水平和业务操作能力

根据辖区治安形势和发案
规律，进一步调整警力部署，确
定四个巡防重点街道，四组巡
逻力量开展巡逻盘查，最大限
度屯警街面。依托派出所“三队
两室”勤务模式改革，完善了以
案件侦办队为主体、各队室协
作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

区民警作用，组织社区专职治
安联防队、志愿者、物业保安等
力量，开展值班巡逻和治安防
范，有效提升了群防群治能力，
减少了案件的发生。

大力宣传“破案攻坚”会战
战果及典型案例，针对当前盗
窃车内财物、诈骗等案件多发
的特点，在银行储蓄所、居民小
区、宾馆饭店等重点场所部位，
张贴警情通报、预警提示，悬挂
警示标语，发放防盗防骗小常
识，提醒群众加强防范，压缩犯
罪空间，鼓励广大群众检举揭
发违法犯罪行为，营造了浓厚
的舆论氛围。

彭李派出所多点发力

全全面面打打响响破破案案攻攻坚坚会会战战

武警在街面巡逻。 本报通讯员 王华伟 摄

多多警警联联合合将将车车打打捞捞上上来来。。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王本功 ) 近
日，记者从无棣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开展

“大排查、大教育、大整治”货车
专项行动，规范道路行车秩序，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无
棣交警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做好
渣土车整治工作，净化道路交通
环境。

为动态掌握工地渣土车辆、驾
驶人信息，以车管所数据排查为

主线，组织民警深入城区工程建
筑工地，运输企业走访调查，对
渣土车辆、驾驶人逐一登记造
册，“一车一档”建立台账，从源
头上对渣土车形成户籍化管理，
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签订责任
书，净车上路，渣土车密闭化运
输，不得泄漏、泼洒，保持路面整
洁。组织民警入企业、进工地，发
放宣传单宣讲无牌无证、超速、
超载、抛洒遗漏等违法行为的危
害，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

雇人做人质索要树苗
涉嫌陷阱诈骗被拘留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邓涛) 9月4日9时
许，无棣县经营树苗生意的杨某
报警，称2012年3月份河南省的
吉某骗其信任，安排一名叫岳某
的男子在杨某处作人质，让杨某
给吉某发冬枣树苗。杨某给吉某
发了三车价值36175元的树苗之
后，岳某以感冒需要买药为由逃

走，吉某以人质不见了为由拒不
付款，不再接杨某的电话。

接报后，侦查员及时进行调
查取证，并对吉某上网追逃。9月
8日，吉某乘坐京广高铁出行时，
被乘警抓获。9月10日，刑侦二中
队民警赶赴河北保定，将涉嫌诈
骗罪的网上逃犯吉某押解归案，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无棣交警：

多措并举强化“五车”宣传教育工作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王本功) 为全
力预防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针对摩托车、低速汽车(含
低速货车和三轮汽车)、拖拉机、
校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高发的势头，无棣交警采取多
措并举，加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力度，积极推进“五车”宣传教育
工作。

无棣交警充分利用交通
事故处理、违法处理室等窗口

部门，设立集中宣传站点，悬
挂提示性、警示性宣传横幅、
标语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宣传
氛围，结合以往的粘贴交通安
全宣传标语、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资料等宣传形式，辖区的实
际交通状况，编写适合群众学
习的安全教育教材，讲究“因
材施教，因地制宜”，创新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和形式，提
高不同群体参与交通安全宣
传的兴趣。

无棣交警：

进乡镇社区宣传夏秋之交交通安全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王本功) 为了
有效加强夏秋之交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积极预防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无棣交警立足
实际，积极开展夏秋之交的交
通安全宣传工作，努力提升广
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安全交
通意识，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
群众的出行安全。

为 消 除 宣 传 工 作 的“ 盲
区”，提升宣传工作的群众性和
覆盖率，无棣交警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乡镇、社区，讲解剖析入
夏以来，各地发生的事故案例，
对广大群众和驾驶人进行法律
法规及安全出行常识宣传教
育，强化辖区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倡导文明交通、平安出
行，摒弃陋习、珍惜生命，不断
提高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范能力。多渠道宣传
夏秋之交时节事故预防的目
的、意义，季节交替中安全出行
常识，倡导全社会行动起来，自
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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