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胆胆大大！！农农民民工工兄兄弟弟的的工工资资也也敢敢抢抢
博兴警方28小时将嫌疑人抓捕归案，被抢数万工资款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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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沾化化全全年年无无刑刑事事警警情情日日119977天天
本报2月3日讯(通讯员 任

秀娟 记者 王忠才) 2014年
度，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以提
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目标，以
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精确打击
为核心，以治安防范为基础，不
断完善社会防控体系，全区无刑

事警情日达197天，同比增长33
天，在滨州市群众安全感和正义
感调查中获全市第一名；在省厅
开展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中成绩名位全市第一、全省19
名。

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推进

警务机制现代化进程。该局以基
础工作信息化为着力点，以硬件
建设为基础，以平台研发为重
点，以数据采集为支撑，夯实信
息化工作根基。去年，新建卡口、
监控51处，进一步织密视频监控
网；投资330余万元建成二级刑

事技术室，推进“侦技一体化”落
实；自主研发处警助手、视频巡
检平台、指挥决策实战平台，完
善信息化工作载体；开展基础信
息采集录入，共采集各类信息15
万余条，全面推动信息化建设成
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开发区公安分局发挥三大经侦职能保经济发展

两两月月摧摧毁毁66个个制制售售假假发发票票团团伙伙

1月31日上午，阳信县公
安局在商店镇小桑大集开展

“局长赶大集”集中宣传活
动。民警走进集市发放烟花
爆竹“打非”精美宣传年画、
安全防范宣传资料，广泛宣
传烟花爆竹、吸毒贩毒违法
行为及社会害性性。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摄
影报道

安安全全
宣宣传传

本报2月3日讯(通讯员 李
霞 记者 王忠才 ) 近几年
来，滨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积极
发挥经侦工作“服务、打击、参
谋”三大职能，创新实施“警企
手拉手”工程，依法严厉打击经
济犯罪活动，积极市场经济秩
序，有力地维护了全区经济安
全和市场经济秩序。今年7月
份，大队顺利通过公安部经济
犯罪侦查局验收，被评为全国
县级公安机关二级经侦大队。

警企手拉手，搭建连心桥。
经侦民警分组划片，对辖区54
家规模以上企业进行定期走
访，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问题，
征求企业对经侦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及时通报一些相关的经
济犯罪案件，帮助和指导企业
建立防范经济犯罪和避免不法
侵害的措施。每季度召开联席
会议，强化企业抵抗风险能力。

严打经济犯罪，保障企
业利益。对涉及企业的经济

案件，分局第一时间部署，第
一时间靠上，第一时间开展
侦查，近几年来，先后侦破各
类经济案件 6 0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200余人，拘回企业
经济损失近亿元。徐某等人
特大团伙票据诈骗案，在分
局立案之前全国已经有 5 个
单位立案侦查，但均未破获。
分局立案当天，就派出5人工
作组，连夜将主犯徐某某在
火车上抓获。此后民警五上

东北，三下长沙，将 5名涉案
嫌疑人全部抓获，这个诈骗
数额达2700余万元的犯罪团
伙被一网打尽。历经两个多
月的经营，一举摧毁了以梁
某某等人为首制售假发票犯
罪团伙6个，收缴各类假发票
共计 1 3 . 6万份，被公安部授
予“全国深入打击整治发票
犯 罪 专 项 行 动 成 绩 突 出 集
体”荣誉称号，是全省受表彰
的唯一县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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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变四强化

坚持为民服务

本报2月3日讯(通讯员 王
本功 记者 王忠才) 年关将
近，无棣公安交警大队紧密结
合辖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际
情况，紧紧围绕推进管理创新，
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打造为民服
务新形象。在事故预防上努力
实现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积极引导、教育全体干部
民警牢固树立“人文交管”理
念，把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以及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坚定“事
故可防”和“事故必防”的信念。
在执勤执法上努力实现由经验
型向法治型转变。不断巩固执
法规范化建设成果，坚持依法
行政，革新管理模式，转变思维
定式，严格要求全体一切执法
活动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在便民利民上努
力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
变。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
群众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
作的唯一标准，最大限度地落
实便民利民措施，积极营造和
谐的警民关系。

为扎实推进交警队伍正规
化建设，无棣公安交警大队以

“三项纪律”为抓手，结合队伍
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队伍
执法能力建设。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思想认识统一。严格执行

“三项纪律”，制定工作方案，开
展专题讨论，逐人书写“三项纪
律”承诺书及保证书。强化责任
意识，确保执法规范透明。每位
民警要做到“理性、平和、文明、
规范”执法，各窗口要推行公
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工作制
度。强化学习意识，确保执法水
平提升。加强对民警的执法理
念教育，抓教育培训、抓示范带
动、抓岗位练兵。强化监督检
查，确保纪律执行到位。大队认
真做好整风肃纪工作，严查“慵
懒散”，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
质和战斗力。

油田家属好风尚

拾金不昧受赞扬

本报讯 1月23日下午，滨
州市开发区某村的郭先生到碧
林小区附近银行取了三万伍仟
元现金并将银行卡和凭条一同
放进了塑料袋内。在返家的路上
不慎丢失，焦急的郭先生顺着走
过的路线一路往银行方向找来。

碧林小区的巴秀兰去北门
东边的市场买菜，在银行西侧一
摊位前躲避一辆驶过的汽车时
无意中瞥见一个塑料袋就落在
路边不起眼的地方。巴秀兰捡起
多次询问商贩和行人没有丢失
袋子后便向民警求助。滨西分局
巡警大队民警同时接到指令赶
往现场了解情况，民警联系巴秀
兰前往碧林警务区处理，此时郭
先生也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来到警务区请求协助查找遗
失的钱款。民警根据捡拾的物品
对失主郭先生的身份进行了确
认后由巴秀兰将现金及银行卡
归还郭先生。

(周向阳 姜良华)

1月31日12时许，老家淄博市临淄区的田先生到博兴县兴福镇一银行取了15万元现金，打算给为其打工的10名河
南籍农民工发放工资，让他们回家过个好年，可就在他提着这笔现金走出银行门口时，被两名劫匪抢走现金9万余元。
博兴警方迅速出警，28小时后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本报通讯员 谭曙光 李晓梅 本报记者 孙秀峰

◆与两劫匪搏斗被砍伤

1月31日中午，当田先生手
提15万元现金包装袋走出银行
门口想要开车离开之际，在他
转身欲开车门的一霎那，一名
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的
陌生男子突然蹿出来，将他手
中的现金包装袋快速抢走。

“没出两三米，我就把他打
倒在地了，但是歹徒包裹得很
严实，只露着俩眼睛。”田先生
说，“男子跌倒的时候，就把手
里的现金包甩了出去，然后钱
就撒出来了。”

田先生继续与跌倒在地的
陌生男子搏斗，可就在这时，另
一名同样装扮的男子跑了过来
袭击田先生。“我就又跟第二名
男子搏斗，这时，站起来的第一
名男子就开始捡地上的钱，没
捡完就跑到不远处的一辆越野
车前。”田先生说。

与第二名男子继续搏斗的
田先生突然听到这名男子说

“快拿刀砍他”。“我听到四五遍
这句话，在越野车前的那名男
子好像从车上取下一把长刀跑
了过来。”

“第一刀是冲着我的头砍
过来的，我赶紧躲开，第二刀又
向着我的肚子砍，由于躲得不
及时，羽绒服被砍烂了。他再砍
的时候我一用力就跌倒在了地
上，这时感觉屁股上有点不得
劲儿，一摸发现右侧臀部被捅
伤了。”田先生说，“看我跌倒在
地，两名男子赶紧向那辆越野
车奔去。”

等田先生站起来追过去，
两名男子已发动好车辆开起
来，田先生抓紧追上前去。“我
只抓到了后雨刮器，给它掰下
来了，由于他车速太快，我追不
上了。”

回到现金撒落的地方，田

先生看到有群众正在帮他捡
钱，路过的群众报了警。

◆调取监控锁定嫌疑人

案发后，博兴县公安局立
即从刑侦大队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专案组，多警种同步上案，迅
速展开侦查工作，专组民警兵
分两路，一路民警对案发现场
周边进行现场访问，寻找有价
值线索；一路民警调取案发周
围视频监控，寻找直接线索。

视频侦查民警在调取银行
监控时发现嫌疑人为两人，驾
驶一辆悬挂鲁C7P7**车牌(经
查询为被盗车牌)的黑色越野
车，作案后沿潍高路逃窜至潍
坊市寿光县，后又逃窜至滨海
新区。

民警在查询卡口信息时发
现该车曾于1月14、15和29日分
别在博兴境内逗留过。根据该
车行驶轨迹，专案组民警通过

进一步视频追踪，轨迹查询，结
合调查走访于次日凌晨1时许
取得重大进展，初步确定了张
某、曾某有涉案的嫌疑。

兴奋的侦查员连夜突击，
在进一步查询嫌疑人张某相关
信息时，发现有一条交通违章
处理信息中涉及的车辆与作案
车辆车型、颜色相吻合，这就更
加印证了张某、曾某的实施作
案重大嫌疑。

2月1日凌晨4时，专案组民
警赶至潍坊市临朐县嫌疑人居
住地组织实施抓捕未果。上午
11时，通过进一步排查，专案组
民警获悉了犯罪嫌疑人在临朐
县一处落脚点。

兵贵神速，嫌疑人曾某正
在享受“不义之财”带来的一时
之乐时，被民警当场抓捕。下午
4时30分，专案组赶至潍坊市奎
文区一超市将另一名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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