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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创新服务理念

““交交警警论论坛坛””小小窗窗口口，，服服务务群群众众大大舞舞台台

汇报工作讲真情

打造展示交警形象的新平台

邹平交警通过“交警论坛”演讲、
发言、手势操表演等形式，向群众汇
报工作，展示工作特点和亮点，展现

“亲民公安”良好形象。第1期“交警论
坛”以“交警中队长”为主题。每位中
队长围绕自己工作实际向群众汇报
工作，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以形象直
观、生动活泼的形式，群策群力、出谋
划策，收到合理化建议11条。

同时，现场评选出最具魅力中
队长、最具潜质中队长和“交警之
友”，既有效激发出全体民警高效履

职、科学管理的工作热情，又极大地
挖掘了工作潜能，推动保安全、保畅
通工作的良性发展。

接触群众零距离

建立密切警民关系的新纽带

“交警论坛”的活动地点都选择
社区、学校、企业等接近群众的地
方，真正实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第
2期“交警论坛”是以“火红的七月”
为主题的演讲比赛。邀请12名企业
代表、20名群众代表参加，现场向与
会代表通报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
况，对群众代表提出的问题一一解
答。12名民警紧紧围绕身边的真实

故事，抒发对党的忠诚、对群众的真
情、对交警事业的热爱。最后通过群
众现场投票，评选出“最具人气奖”

“最具激情奖”“平凡魅力奖”和“魅
力警嫂”。良好的警民现场互动，进
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切实增强了
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共筑和谐家园
的责任感。

安全宣传全方位

建设宣传交通安全的新阵地

“交警论坛”多形式、多角度、分
层次、全方位的把交通安全知识带
到学校、企业、社区群众中去，让群
众更直接、更具体地了解交通法规
知识。第3期“交警论坛”以“交通安
全进校园”为主题，走进邹平县韩店
镇新世纪中学，300余名师生参加活
动。活动中，通过开设交通安全知识
课堂，邀请交通安全管理专家和文
明礼仪老师讲课等形式，普及安全
出行知识和文明出行礼仪，倡导“文
明用车、安全行车、遵纪守法、文明
礼让”的交通文化。同时，向学校赠
送书籍、光盘、移动交通信号灯等物
品，将该校确定为交通安全教育示
范点并现场授牌，聘请6名教师为交
通安全宣传员。活动中，民警还为师
生带来了交通信号手势操表演，与
师生互动频繁，气氛融洽。

坚持主题不限，确保
群众欢迎。邹平县公安局
以“关注需求、结合本职、
真诚服务、用心策划”为原
则，围绕交通设施优化、交
通秩序管理、执勤执法方
式、车辆管理服务、交通事
故处理等方面，广泛征求
意见，优化活动的主题策
划，做到“一期一主题”，如
针对队伍管理策划了“火
红的七月”，针对学校交通
安全管理重点区域策划了

“校园安”等等，确保活动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贴
近民生，更顺应民意，更受
群众喜爱。坚持人员不限，
确保活动覆盖面。

坚持人员不限，确保
活动覆盖面。加强对“交警
论坛”活动的宣传，通过多
种方式发放《致广大人民
群众的一封信》，让群众了
解活动的时间、地点、内
容，邀请群众走进“交警论
坛”，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吐露心声，为公安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挑刺”。
坚持形式不限，确保

活动效果。以“气氛热烈、
态度诚恳、理性互动”为导
向，创造公开、平等、民主
的互动氛围，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把更多的交
通安全知识、公安工作成
果和先进民警事迹展现给
群众，形成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警民互动方式，
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增进了警民沟通，调动了
群众参与交通管理的积极
性。

坚持推广不限，确保
活动辐射面。借力各种行
政资源、媒体资源，配套开
展宣传推广活动，营造活
动氛围，切实让“交警论
坛”活动深入人心。利用传
统媒体和网络、微博等新
媒体共同同步推广，形成

“四位一体”立体式宣传格
局，扩大活动的辐射面，让
更多的群众了解该活动，
激发参与的积极性。

四不限搭建警民共建新舞台

岁末年初，为保障公共安
全生产，保障辖区社会面治安
稳控，落实“百日公共安全大检
查”行动，下洼派出所组织民警
走访辖区重点单位企业，其中
以纺织业、木业等火灾易发单
位为重点检查对象进行详细的
安全生产大检查。检查过程中，
民警认真详细地检查了企业消
防、安保档案材料，和企业负责
人沟通了企业消防安全制度、

签订了消防安全责任状。同时，
民警还检查了从业人员对消防
安全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对
企业负责人、员工都进行了消
防知识提问、消防器材使用演
练，并详细检查了厂区车间的
各个角落，排查消防、安保等各
方面的安全隐患，确保将隐患
消除在未发前。

本报通讯员 薛安卫 本
报记者 王忠才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袁雯 本报记者 王忠才

今年以来，邹平县局从强化服务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入手，
不断探索实践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的新思路、新举措，开创
推出“交警论坛”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起宣传
交通安全、密切警民关系、展示交警风采的“大舞台”。截至目前，

“交警论坛”已经成功举办4期，坚持“一期一主题，一期一地点”，
先后邀请社会各界群众600余人参加，成为了邹平县局交通管理
工作品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交警论坛”活动的开展，有效激发了队伍战斗力，增强了群
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全县主干道交通事故降到全县交通事故总
数的10%以下，年内未发生一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侦破率达到100%。

沾化县公安局下洼派出所

大大走走访访落落实实““百百日日公公共共安安全全大大检检查查””

本报1月7日讯(通讯员
谭曙光 刘艳芳 记者 王
领娣) 打击违法犯罪，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
警察的天职，然而有些人员为
达到自己的私利，虚报假案，
意图利用警察行使特权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近期博兴县公
安局博昌派出所破获一起虚

构被人诈骗报警的案件，当事
人被依法拘留。

2014年1月1日上午，谭某
到博兴县公安局博昌派出所
报警称，其黑色比亚迪S6越野
车被黄某骗走，要求公安机关
尽快破案，挽回其经济损失。

博 昌 派 出 所 接 报 案 件
后，迅速初查，通过大量走访

调查，调取监控录像等措施，
最终于当晚23时许，在博兴
县博昌街道办事处东谷王村
一宾馆门前发现谭某报警被
人骗走黑色比亚迪轿车。经
对驾驶员黄某的询问及多方
证实，因谭某与黄某有经济
纠纷，该车辆已经由谭某卖
给黄某，谭某后悔将车卖给

黄某，便虚报警情，意图通过
公安机关达到其扣押该车的
目的。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谭某
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根据我
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其行为属
于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目
前，博兴县公安局依法作出对
谭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一男子因经济纠纷卖车后反悔

虚虚报报警警情情欲欲将将车车辆辆扣扣留留反反被被拘拘

本报1月7日讯(通讯员 邓
涛 记者 王忠才) 2013年12
月2日上午，无棣县“10 . 17故意
伤害案”、“11 . 21交通肇事案”
受害人家属分别来到无棣县公
安局，将一面写有“心系百姓、
伸张正义”的锦旗和一块写有

“为社会保驾护航、为群众排忧
解难”的牌匾交到吕国廷局长
手中，对无棣县公安局临危救
助，及时破案，为受害人家属伸
张正义表示感谢。据统计，今年
以来我局收到群众赠送的锦

旗、牌匾100余块。
2013年10月17日，王某驾

车接孩子时，母子二人无辜遭
到犯罪嫌疑人张某的伤害。路
口值勤交警与路边群众听到
王某的呼救声后，迅速做出反
应，果断堵截该车，无路可逃
的张某畏罪自杀。值勤交警会
同现场群众及时将王某母子
等送往医院，因为抢救及时，
母子二人很快脱离危险，现在
已经出院。

2013年11月21日17时，冯

某驾驶人力三轮车被王某驾
驶的小型轿车追尾，造成冯某
当场死亡。吕国廷局长出发途
中正好遇到该起事故，他立即
停车保护现场、救护被害人，
调集指挥警力迅速开展现场
勘察、调查取证等工作，及时
将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嫌
疑人王某抓获，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

今年以来，全县公安机关
和广大民警牢固树立“人民是
本”理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顺应民意、服务
民众、保障民生，创新实施社
区警务、主动警务、民生警务，
救危解难、访贫问苦、帮穷济
困等好人好事大量涌现。

吕国廷局长向受害人家
属遭遇的家庭变故表示同情
和慰问。他指出，打击犯罪、保
护人民是公安机关的天职和
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公
安机关将加大案件侦办力度，
严格公正执法，切实维护受害
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无无棣棣县县公公安安局局民民生生警警务务赢赢““口口碑碑””

警务快讯

滨州经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开展“经侦进企业”活动

本报1月7日讯(通讯员 李霞
记者 王忠才) 1月7日，滨州市公安
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组织民警
深入辖区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经侦进
企业”主题座谈活动。

座谈中，民警向参加座谈的企业
职工及相关岗位负责人介绍了2013年
大队在打击侵权假冒、打击非法传销、
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三个专项行动中取
得的成绩，发放预防经济犯罪宣传资
料，接受法律咨询，并征求对公安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此次“经侦进企业”主
题座谈活动，是经侦大队深入贯彻分
局党组“大讨论大走访大整改创满意”
活动部署开展的，并开展了多项准备
工作。积极走访企业进行调研，共同探
讨有效的服务企业新举措。紧密结合
与企业及职工息息相关的内容精心准
备法律宣讲课，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
法。认真组织，多次与企业联系、协调，
确保座谈人员到位，宣传措施到位，使
活动取得广泛影响和实效。

掩耳盗铃忙作案

守株待兔巧抓贼

本报1月7日讯(通讯员 邓涛
记者 王忠才) 近日，无棣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通过蹲点守候，抓获一名盗
窃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10余起。

2013年12月24日13时20分许，无
棣县西小王乡小屯河北村的王某报警
称，县老化工厂院内的一生产车间被
盗电机四台、设备零件及电缆线一宗。
接报后，刑侦大队赶赴现场勘查，在化
工厂以西500余米的一土坑内发现被
盗的电机等物品。民警分析嫌疑人极
有可能回来取走赃物，组织警力在附
近伏击。

15时许，一男子驾驶三轮车到埋
赃现场欲取走赃物，民警立即上前抓
捕，男子见状弃车逃窜，民警追出1000
余米，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供述了
多次盗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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