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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特巡警专业技能训练水平走在全省前列

全全省省特特巡巡警警技技能能比比武武滨滨州州夺夺冠冠

警务快讯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
员 王倩 记者 王忠才)

近日，全省公安特巡警技能比
武竞赛现场传来好消息，滨州
市公安特巡警代表队在比赛
中获得了两个单项第一名、一
个单项第二名的好成绩，团体
总分名列全省第一。滨州市特
巡警支队派出了6人的参赛队
伍，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
硬的业务技能，获得了法律业
务考试、实弹射击两个项目的
第一名和公安特警五项综合
体技能项目第二名，团体总分
全省遥遥领先。

据了解，此次全省公安特
巡警技能比武竞赛是近年来全
省公安特巡警系统组织的规模
较大、水平较高的一次练兵比
武活动，共有来自全省公安特
巡警系统的17个代表队102名特
巡警队员参加了比赛。比武竞
赛分设法律业务考试、公安特
警五项综合体技能和64手枪实
弹射击三个项目，采取法律法
规考试和现场技能考核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是对特巡警队员
理论和实战技能水平的综合检
验。在比武中，滨州有6人次进

入了全省前五名，法律业务考
试平均分达到了90 . 5分，远远
高于其他代表队，并分获了射
击和综合体技能专业项目第一
名和第二名。

特巡警是全市维稳处突工
作的先锋部队和尖刀力量，对
队员特殊技能和业务知识等各
方面的素质要求较高。今年以
来，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关心支
持下，坚持在“特”字上做文章、

求突破，加大专业人才招录力
度，组建了搜排爆、突击攻坚、
射击三支专业队伍，强化了专
业技能训练。此次全省比武竞
赛就是对特警专业技能训练效
果的一次全面检验，成绩的取
得足以说明滨州市特巡警专业
技能训练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走在了全省前列。

作为全市一支重要的处突
尖刀力量，他们用付出和汗水锻

造出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安
宁的过硬本领，市公安局特巡警
支队坚持创新发展，深化合成警
务机制改革，树立了综合执法的
亮丽品牌，走出了一条具有滨州
特色的中小城市特巡警发展之
路，逐步由应对暴力恐怖活动和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门力量，成
长为“合成化、多功能”的战斗实
体，实现了特巡警队伍的科学健
康发展。

沾化县公安局内外联动

磨磨砺砺食食品品安安全全监监管管““利利剑剑””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毕于倩 彭伟 记者 王忠
才) 为确保人民群众餐桌上
的安全，沾化县局立足民生所
需，积极探索打防管控新模
式，不断强化部门联动，多警
协作和警民联动，逐步形成管
控合力，充实战斗堡垒，推进
打击食品犯罪活动向纵深发
展，切实保障群众的饮食安
全。

建立以县公安局为主体、
队所为助推、警务室为辐射的
三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融合
聚集打击食品犯罪的策略、导
向重点领域的监管，治安、派
出所优化警力配置，形成“打
击专业化、防范严密化、监管
高效化”的态势，确保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落到实处。以治安
部门为“圆点”，建立与法制、
经侦、刑侦等部门相贯通的

“圆周式”点对点联动模式，将
线索摸排、案件侦办、移诉侦
破有效串联起来，提升联动效
能，推进打防监管有效开展。
沾化县公安局与食安办、质监
局、工商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
队伍，打破信息壁垒形成战斗
力。

制定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制度，设立奖立专户，鼓励社
会公众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进行举报，按照“城区、乡镇、
村庄”三级宣传阵地需求，在
街道、乡镇、村社及酒店、饭庄
人员聚集区域设立“食品安全
厨窗”，制作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的食品安全宣传版面和宣
传标语，向群众举办食品安全
科普宣传，增强群众自我食品
安全意识，提升辨别食品伪劣
的能力。

撞撞伤伤摔摔倒倒在在地地 民民警警雨雨中中救救援援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黄卫星 记者 王茜茜)
11月27日，邹平县焦桥镇某

村的赵大爷一大早从邹平县
人民医院赶到派出所，感谢派
出所民警救了他儿子一命。

11月24日21时许，焦桥派
出所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面
包车停在路边，离面包车十几
米远的路中间倒着一辆电动
车，在两辆车中间，躺着一个
人，脑袋流着血，身上满是尘

土。民警立即拉响警报，避免
过往车辆对伤者造成二次伤
害，开始与伤者交谈。伤者是
焦桥镇某村的赵某，刚下夜
班，骑电动车横穿马路时，被
一辆从后方驶来的面包车撞
了出去，摔倒在地。伤者赵某
的 口 中 还 断 断 续 续 的 喊 着

“疼、疼、疼......”。民警立即拨
打了急救电话和事故处理电
话。当天夜晚，天正下着小雨，
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此时，

民警牛瑞祥发觉伤者浑身打
颤，意识开始有些模糊，便赶
紧脱下自己的警服盖在伤者
身上，并让民警和他不停地说
话以免他昏迷过去。找出伤者
的手机，将情况告诉伤者家
属，并协助医护人员将伤员抬
上救护车。

调查时得知，停在路旁的
面包车正是肇事车辆。面包车
司机告诉民警，面包车在路上
正常行驶，过马路时，一辆电

动车突然横穿马路，面包车一
边刹车一边向左猛打方向盘，
但面包车还是蹭到了电动车，
电动车摔倒在地。民警便先将
肇事司机和肇事车辆控制住，
等待伤者病情稳定后具体调
查。

老人此次前来焦桥派出
所，就是为了感谢民警。因为
抢救及时，儿子的病情已经稳
定，很快便可以出院，而且事
故赔偿也已到位。

仨仨农农民民为为牟牟利利盗盗窃窃公公园园绿绿化化植植物物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田晓剑 记者 王领娣)

惠民县皂户李镇的仨农民为
牟利，竟然从庆云县盗窃公园
的绿化植物，贩卖到惠民县皂
户李镇附近出售，哪知被皂户
李派出所民警抓获。

11月7日10时许，湖北腾
翔园林古建有限公司山东庆
云施工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
样来到工地，本想对种植在公
园内的白蜡等绿化植物进行
养护，可展现在眼前的一幕让

工作人员大吃一惊。原本种植
白蜡树的位置现在只剩大坑，
大坑周围散落着枝叶，而白蜡
树却已不见踪影。

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原
本种植的18棵白蜡树被盗，
其中土路南侧被盗5棵有3棵
被挖，2棵被锯，土路北侧被
盗13棵，全部被挖，涉案价值
1 8 0 0 0余元，他们马上报了
警。为尽快破案，庆云警方一
边排查线索，一边向周边县区
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力争

尽快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惠民县公安局皂户李派

出所接到该案件协查通报后，
组织警力摸排犯罪嫌疑人的
线索。经过对附近苗木市场、
园林工人和机动车驾驶员的
摸排走访，获得线索，确定了
皂户李镇的赵某、张某、王某
三人涉嫌盗窃。

确定嫌疑人身份后，皂户
李派出所民警联合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及庆云县公安局刑
侦部门，经过周密部署，成功

进行了抓捕，并将其带回皂户
李派出所接受讯问。

经审查，三名犯罪嫌疑
人如实交代了11月6日夜间
雇佣大型货车盗窃树木涉案
价值18000余元的犯罪行为，
称盗窃白蜡树是因为一时糊
涂，想弄回来出售牟利。未曾
想，这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
获。目前，身陷囹圄的三名嫌
疑人后悔不已，此案三名嫌
疑人已经移交庆云警方进一
步审理。

打开煤气想轻生

公安及时把人救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谭曙
光 记者 王忠才) 12月7日，博兴
县公安局博昌派出所协助消防大队及
时救助一名轻生女子。

12月7日下午5时许，博兴县公安
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农机局院内有人
放煤气。指挥中心立即指令博昌派出
所迅速出警处置，值班民警迅速到达
现场后，经了解女子因婚姻纠纷，一时
想不开，有了轻生的念头，便将自家楼
房内打开了煤气阀门等待中毒死亡。
民警随即联系消防队、救护车到赶至
现场，并协助消防队员从楼后窗户强
行进入该楼房内，关闭煤气阀门，将该
轻生女子救出，并送医院救治。现女子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无棣经侦打假战果丰硕

本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刘长
河 岳文静) 今年以来，无棣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深入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行动
中，无棣经侦大队全面清理排查，广辟
线索来源。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摸排工
作，与工商、质监等行政执法部门密切
配合，实现信息沟通、情报共享。充分
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优势，调集优势
警力，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追根溯源，
循线深挖，彻底查明违法犯罪源头，至
11月底，先后成功破获侵犯知识产权
和假冒伪劣产品案件53起，捣毁造假
窝点11个，抓获嫌疑人员60余人，当场
查获各类假冒伪劣产品价值达200余
万元，打假行动取成明显成效。

违章驾驶车撞翻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程树
文 刘语晴 记者 王忠才) 12月9
日晚9点，一辆白色轿车没开车灯，从
博兴县博城五路自东往西，车辆行至
银座路口附近时，车辆转向左转车道，
却打开了右转向灯，然而车辆驶向路
口中间既没左转也没右转，而是直接
撞向了马路中间的护栏，瞬间护栏被
撞飞，车辆直接被旋转仰翻。幸亏交警
及时赶到，将车门打开后，两名年轻女
子从车内爬出，两人身体无大碍。真是
有惊无险！

博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醒市
民，驾驶车辆一定要遵章行驶，切不可
大意马虎，更不能酒后驾驶，护栏损坏
是小事，生命安全大于天。

警民联手擒获盗贼

本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邓涛
记者 王忠才) 12月4日，无棣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出警迅速，抓获两名
入室盗窃嫌疑人刘某、刘某某，及时破
获一起重大盗窃案件，追回赃款21000
元。

12月4日中午，无棣县公安局接群
众报警称在无棣县海丰办某村有人入
户盗窃，户主发现后逃窜，接到报警后
刑侦大队值班人员迅速出警，出警指
挥人员迅速安排侦查人员参与追捕嫌
疑人，另一部分侦查人员在村内了解
情况，据此村民提供线索，侦查人员展
开排查工作，并锁定一嫌疑车辆，将嫌
疑人刘某及时控制，另一嫌疑人刘某
某也在群众的奋力追击下被抓获并交
代了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被盗群众
的21000元现金被及时缴获并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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