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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走出特巡警“特警特训、综合执法”创新发展新路子

““特特””字字锻锻造造反反恐恐维维稳稳精精锐锐之之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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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基基层层··进进警警营营 癌安
策划：韩延璟 田俊强

张锦程 刘铭
执行/采写：耿婷婷 孙静

王茜 王忠才

来自记者联系点的报道

针对维稳反恐处突形势任
务，组建射击、搜排爆和突击攻
坚三支专业队；按照“网格化巡
防、动态化布警”的要求，实施
武装化、数字化、常态化巡逻；
通过开展交通、治安、刑事案件
综合执法，实行一次盘查，多项
执法，实现特巡警队员一专多
能，全面发展，成为打击犯罪的
一支新生力量。近年来，滨州市
公安局按照打造“处突维稳、巡
逻防控、打击犯罪、服务群众”
专业队伍的要求，以“实战化训
练、常态化巡防、合成化执法”
为手段，努力建设一支正规化
的特巡警队伍，真正将特巡警
队伍打造成公安机关这把“尖
刀”上的“利刃”。

“这些年，我们立足在‘特’
字上下功夫，在提高维稳处突、
执法执勤能力上做文章，苦练
硬功、精湛技能、敢打必胜，努
力打造出一支让犯罪分子惧
怕，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委政
府放心的特巡警钢铁之师。”滨
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
局长桑培伦说。全省公安特巡
警业务综合考评第一名、全省
特巡警业务技能比武竞赛团体

第一名，两个单项第一名，7人
次进入全省前八名……一项项
骄人的成绩彰显着这支年轻队
伍的“特、精、尖”。

7月28日，华北警务合作区
公安特警跨区域拉动演练现
场，滨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突击围歼暴恐分子演练”作为
压轴科目出场。特种装备轮番
上场、战术动作准确娴熟、无人
机空中盘旋侦查……特警战术
小组对躲避在各个房间的暴恐
分子进行了立体化武力打击，
整个演练过程以实战模式进
行，赢得了在场领导、观众的一
致好评。

近两年来，滨州市公安局
特巡警支队按照市局党委提出
的服务型、动态型、数字型、能

力型‘四型’警务建设的要求，
坚持规范化、实战化、专业化、
尖端化、常规化训练，练出了独
具滨州特巡警特色的作风、素
质和能力。”市公安局副局长、
特巡警支队支队长郑保社说。

训练中，滨州特巡警实行
全警练兵、逢值必练制度。他
们紧紧围绕实战需要，不断创
新丰富训练科目，完善了金字
塔式训练结构，针对恐怖袭击
手段不断变化等特点，吸收最
新训练项目，组织开展反恐专
项训练。他们还将训练与一日
生活制度紧密相结合，将擒敌
拳、单双杠、匕首操、五公里越
野等训练融入日常工作生活
中，将训练与勤务、办案等相
结合，在练中战，在战中练，让

民警技能在实战中得到巩固
提升。

据郑保社介绍，市局党委
为做好训练保障，先后投资建
设了全省首家特警五项综合训
练场馆，配备了指挥通信车、
装甲运兵车、突击攻坚车、布
障车、排爆机器人、警用无人
机等一大批先进的专业反恐处
突装备，成功破解了办公、训
练场地匮乏，警用装备落后等
瓶颈问题。同时，他们邀请全
国知名反恐专家来队，围绕突
发事件处置、临战心理，警用
无人机的作用、原理、现场操
控，以及人质解救等课题进行
现场授课，进一步提升特巡警
队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理论
素养和实战水平。

滨州特巡警训练中。 (资料图)

境境外外正正品品代代购购？？大大都都是是假假货货！！
商品大都为假冒品牌的高仿货品，消费者需警惕

本报12月9日讯(通讯员
李霞 记者 王忠才) “全球
采购，100%正品，海外小票，接
受专柜验货”近来，此类网络境
外代购充斥各大购物网站，甚
至也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陌陌
往来等各种社交网络领域中延
伸开来。依靠貌似熟悉的人物
关系圈让这种代购更加让人信
以为真，但一些“境外代购”实
为挂羊头卖狗肉，商品为假冒
品牌的高仿货品，利用网络社
交圈的境外代购已经衍伸成为
网络售假的途径之一。

居民刘女士在某网店花费
1200元购买了一副原价3000元

的墨镜，卖家声称货品来源为
境外专柜正品，可提供购买小
票。张女士收货后发现货品质
量低劣，与专柜同型号正品在
质量上相差甚远。经向国内专
柜咨询，该商品为假货。

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经侦大队民警在对从事正品境
外代购的微信朋友圈商家调查
后发现，此类代购水分不少。

“境外代购”销售的假冒商品来
源有以下两类：一是国内小厂
家、小作坊生产的假冒品牌的
商品，就是所谓的高仿货；二是
部分国外品牌与大陆商家合作
后在国内生产的所谓“内地版”

商品，比国外同种商品价格低
廉，商家对此类商品包装再加
工后流入市场，获取差价，从商
品外观看与境外购买的专柜正
品几乎没有区别。

为进一步迷惑消费者，商
家往往将发货地直接标注为境
外国家，或将国内的假冒商品
运至境外，从境外发货，通过
发布邮寄单据照片等方式让消
费者对商品来自境外深信不
疑。售假的社交朋友圈实际出
售人并未见过实物，只是中间
商，有统一商家发货往往以开
据小票来提高可信度，使购买
者深信不疑。

小票一般分为境外商场的
礼品小票和所谓的“专柜货品
小票”两种。所谓礼品小票为境
外商场专柜正规小票，在国外
多用于赠送他人礼品时所提供
的，许多礼品小票并不标注所
购商品货号和价格，只能证明
曾在该商场专柜购物，但并不
能证明所购的是何商品；“专柜
货品小票”则是售假商家在网
上定制购买，或者直接伪造的，
仿真度极高，几十张伪造小票
成本不到一元。社交朋友圈的

“网络境外代购”所售商品鱼龙
混杂、真假难辨，请广大群众不
要因贪便宜而上当受骗。

超市内放置一台打鱼赌博机为他人赌博提供条件

增增设设赌赌博博机机，，超超市市老老板板被被拘拘留留
本报 1 2月 9日讯 (通讯员

谭曙光 杨康 ) 7日，博兴
县公安局店子派出所民警在
工作中发现辖区一超市内设
有打鱼赌博机，当时有两人
正 在 利 用 该 赌 博 机 进 行 赌
博。店子派出所民警当场依
法传唤为提供赌博条件的该
超市女老板并将两名参赌人

员抓获。
店子派出所一贯坚决打

击本辖区内的“黄、赌、毒”，
12月7日13时许，店子派出所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其辖区某
超市设有打鱼赌博机，并有
人员在利用该赌博机进行赌
博，民警当场将二名参赌人
员抓获并现场对店主经营的

赌博机进行查账，内存信息
显示其非法盈利 2 0 0 0余元，
工作人员立即对赌博机予以
收缴，依法传唤该超市女老
板到案。

经查，自今年 1 2月初该
超市女老板何某某在店子镇
工业园自家经营的超市内放
置一台打鱼赌博机为他人赌

博提供条件。现场抓获的赌
博人员曹某某、张某某等人
分别进行赌博。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店子
派出所依法对涉嫌为他人提供
赌博条件的超市女老板何某某
行政拘留三日，依法对参赌违
法嫌疑人曹某某、张某某二人
作出行政罚款处罚。

沾化下洼派出所

检查校车保平安
本报12月9日讯(通讯员 薛

安卫) 为进一步规范校车运营秩
序，消除学生交通安全隐患，有效
预防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
广大师生出行安全，沾化下洼派出
所民警走访学校校车驾驶人组织
开展了校车定期检查行动。

检查中，民警仔细地对校车
的轮胎、制动、车况、灭火装置、应
急措施等进行详细检查，着重检
查了校车司机的相关证件，杜绝
无牌无证的现象。同时，对校车司
机进行了安全教育，告诫其要遵
守交通规则，时刻注意路况，拒绝
超速驾驶、酒后驾车及疲劳驾驶。
校方表示将再接再厉，共同为学
生创造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
孩子快乐出门、安全出行。

消防安全检查

邹平县公安局针对冬季各种
庆祝集会和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频
繁、火灾事故多发、高发等特点，
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力度，强力推
进“五项整治”消防安全工作深入
开展。
本报通讯员 王鹏 摄影报道

慰问困难老人

进入12月，气温骤降，社区里
的一些孤寡老人能否安然度过
寒冬，是否还缺少必备的生活必
需品？12月6日，邹平县公安局高
新派出所民警带上生活必需品，
走访了社区里4户困难老人。走
访中，民警对居民进行冬季防盗
防偷的安全培训，确保辖区居民
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冬天。
本报通讯员 王鹏 摄影报道

便民材料发乘客

近日，沾化下洼所又出新举
措，组织民警走进车站、走上公
交车，将宣传材料发放到乘客、
司机、售票员手中，通过公交车
将派出所的为民心愿传递到四
面八方。群众对派出所此举，高
度赞扬，售票员积极支持民警工
作，协助民警将宣传材料发放给
更多的乘客。

本报通讯员 薛安卫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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