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市区区惊惊现现飞飞车车党党？？放放心心，，逮逮着着了了
警方提醒：女性朋友尽量斜跨包，别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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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徐瑶 记者 王忠才) 近日，
滨州市区发生了一起飞车党抢
包事故，一个陌生男子骑摩托
车，一把将一位女士单肩背着
的手包搂了过去。随后，民警在
济南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入夏了，出门乘凉的多了，
衣服穿得轻便了，金首饰又都
裸露在外了，于是——— 抢包抢
首饰的飞车党又出来活动了。

近日，刘女士在市区某站牌等
车。眼看一个陌生男子骑摩托
车冲自己方向驶来，一把将自
己单肩背着的手包搂了过去，
紧接着加足马力逃走。刘女士
惊吓之余，拨打了110报警。

“天网”将嫌疑人逃窜的轨
迹刻画得一清二楚：嫌疑人作
案后在市区某摩托车店内将摩
托车卖出，拿着赃款逃窜到济
南。随后，民警在济南将其抓

获。
经审讯，嫌疑人杨某供述

了到滨州、莱芜等地抢夺，涉案
价值1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警方提醒，这两年城区街
面抢夺案件直线下降，得益于
日渐完善的视频“天网”，得益
于一直保持高位的打击力度。
虽然此类案件已很少发生，但
是市民朋友们特别是女性朋
友，仍然不能忽视做好自己的

安全防范工作。
不要独自去偏僻地儿；步

行要走专门的人行道，不要挤
占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别
露富；尽量斜跨包袋，不能斜跨
的要放至身体右侧；骑电动车
外出，要将包的背带在车把上
缠绕一圈，要将易被拉扯、抓握
的背带全部放至车筐内；身边
出现可疑人员、车辆，要提高警
惕。

轻信网上“刷信誉”

女子被骗6000余元

本报讯 仅仅是在网上看到
一个招聘网络兼职的信息，一女
子便因轻信广告上兼职刷信誉可
赚取佣金报酬的虚假信息，被骗
6050元。

6月4日晚上，在家上网的王
静(化名)看到了一则招聘兼职刷
淘宝网网店信誉的广告，在怦然
心动之后，王静在6月11日下午根
据广告上的联系方式与对方取得
了联系，并在对方的要求下加了
一个QQ号。

对方自称是某购物网站客服
代表，向她发来该购物网站店铺
的链接，让王静在该店铺购买各
类充值卡，以告知充值卡密码或
以截图方式证明完成任务并承诺
给王静提供高额佣金。王静在先
后三次支付6050元后购买店铺物
品后。对方说她操作失败，找不到
任务，所以无法获得佣金，想要获
得本金和佣金，需要重新激活任
务，让她重新操作一遍。此时的王
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情急之
下，来到滨海公安局滨西分局刑
侦五中队报了案。

警方提醒：网上兼职“刷信
誉”诈骗具有高提成诱惑、先付货
款后提成以及虚拟商品好销赃等
特点。在这里，警方提醒哪些想要
兼职的朋友：不论是找工作还是
做兼职，凡是需要自己首先付钱
的工作，基本上都不可信；不要参
与任何不合法的兼职活动，比如
刷钻兼职本身就是一种协助商家
不诚信的活动。同时，要加强自我
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各类网络广
告，遇到以各种名目的先行支付
钱款要求应仔细辨别，切勿轻易
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
报警。

(通讯员 邱振华)

三三分分之之二二路路面面被被““霸霸占占””晒晒小小麦麦
惠民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及时清理辖区内道路出现的“黄金甲”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韩雯雯 记者 王忠才 ) 目
前，正值夏收高峰，打场晒粮引
发的道路交通事故频见报端，
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威胁，6
月12日，惠民经济开发区派出
所接到群众举报，位于惠民县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附近的
一个十字交界处有一片小麦在
路面上晾晒，对过往车辆通行
造成了阻碍。为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和车辆通行畅通，开发区
派出所立即赶到现场，对在十
字路口道路上打场晒粮、乱堆
乱放的现象进行了制止。

当派出所民警到达管委会
十字路口附近道路，发现公路
被三户村民“霸占”了近三分之
二的路面用于晒晾小麦，这时，
乡翟村的李老汉开着农用三轮
刚刚赶到，他将车直接开到马
路中间，开始摊铺小麦，“这是

昨天傍晚收的，今天一早就过
来占地方，辛亏来得早”。李老
汉一边晾晒小麦一边念叨。为
防止过往车辆碾压，村民用石
头、木棍等工具将小麦圈起，与
此同时，还不断有农用车直接
往路面运输粮食进行晾晒。晒
粮的村民只顾地头忙碌，对身
边来往飞驰的车辆不闻不问，
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全。

开发区民警及时制止了打
场晒粮的行为，并向村民讲解
了在路面打场晒粮的行为严重
影响了交通秩序，给车辆行驶
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此，
三户村民表示理解，并开始清
理路面摊晒的粮食。

鉴于打场晒粮“周期短、季
节性强”的特点，开发区派出所
制定了夏季打场晒粮管理方
案，将启动“宣传、服务、管理、
执法”模式，加大宣传，加强道

路巡逻力度和密度，认真做好
群众工作，对在路面上打场晒
粮、堆物作业、焚烧秸秆等现象
进行彻底集中清理，及时制止

各种违法占道行为，坚决杜绝
路面上打场晒粮等现象的发
生，确保开发区辖区内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

邹邹平平今今年年已已缴缴获获毒毒品品119944 .. 4477克克
邹平县公安局多措并举全面做好禁毒工作

一家农户晾晒的小麦占了路面的一大半。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袁雯 槐艳艳 记者 王忠才)

今年以来，为净化社会环境，
维护全县社会秩序持续稳定，
邹平县公安局多措并举全面做
好禁毒工作，严厉打击吸毒、贩
毒、制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缴获
毒品194 . 47克，行政处罚50人，
刑事拘留17人，沉重打击了不
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时刻
保持清醒的头脑。全县公安机
关切实认清当前严峻的形势，
进一步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力做

好各项本职工作，不断推动禁
毒各项工作深入开展，维护好
全县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明确责任任务和工作重
点。在做好全面清查工作的基
础上，全力打击、防范涉毒违
法犯罪，坚决遏制蔓延扩散的
趋势。严密控制易制毒原材
料、技术人员的流出流入，严
厉打击非法生产易制毒化学材
料违法犯罪活动，迅速取缔非
法生产易制毒化学材料窝点，
清理非法生产易制毒化学材料
工具。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大

对吸毒贩毒制毒等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坚持公开与秘
密相结合的原则，村村签订责
任书，确保信息畅通；坚持不间
断排查清查的工作原则，各派
出所要一周一检、一月一查，对
辖区所有厂房、废弃工厂等易
制毒场所开展摸底排查，登记
造册。加强对农村偏僻地区、城
乡结合部等重点部位的检查，
特别是设备且产品不明以及目
前面临生产困境处于停产废弃
状态企业的摸底排查。进一步
严密对吸毒人员管控和社区戒
毒的管控措施，从严从重处罚

吸贩毒犯罪活动。
强化宣传教育。通过制作

禁毒公益宣传片，在电视台滚
动播出；印发《致全县人民群
众的一封信》；在各镇(街)悬挂
横幅标语；出动宣传车；利用
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发布法律
法规、禁毒战果等方式加强正
面引导，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同时，加大举报奖励力度，广
泛深入辖区村居、企业，开展
有奖举报宣传，提高广大群众
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营造
禁毒工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
厚氛围。

北北海海清清理理核核对对无无图图像像人人员员5522人人
北海公安分局开展16周岁以上无图像人员清理核查工作

本报6月16日讯 为推动
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扎
实有效开展，自户籍人口信息
无图像人员清理工作开展以
来，滨州市公安局北海经济开
发区分局认真部署，科学谋划，
多举措强化清理核查工作。

摸清底数，分类清理。户口
清理整顿自查自纠工作开展以
来，北海分局根据市局下发名
单，按年龄段分类，整理成表，

由户籍民警牵头、责任区民警
协助，认真核查辖区无图像人
员基本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

积极联系，加强协作。一是
联系村企单位户籍联络员，派
发各村无相片人员信息，让其
协助通知本村无相片村民在规
定时间内到派出所自行补录照
片；二是积极发动村干部和群
众，认真核实是否存在重复户

口情况，及时注销存在的重复
户口及已经死亡、失踪的人员。

灵活方法，化解困难。针对
外地迁入未及时采录照片的人
员，利用公安部全国人口信息
管理系统、山东省人口信息系
统等平台调取人像；针对辖区
外出打工不在当地的无人像人
员，通知其将符合规格的照片
发送到户籍民警创建的QQ邮
箱，再统一录入系统；另外，对

于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众，由责
任区民警携带摄影设备亲自上
门采集人像；对于在校学生，充
分利用周末等节假日休息时
间，开通“绿色通道”为其办理
身份证件，以确保清理工作按
时按质完成。

目前，清理核对16周岁以
上无图像人员52人，采集上传
图像6人，办理身份证采集图像
24人，预约办理中22人。

泄私愤引燃垃圾箱

损毁财物被拘留

本报讯 近日，阳信县城乡
环卫一体化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有
序，各乡镇、村生活垃圾箱摆放整
齐，村貌焕然一新。然而，阳信县
河流镇一村民却因为泄私愤引燃
村内的两个垃圾箱，受到了公安
机关的处理。

6月1日22时许，在阳信县河
流镇一村庄内，村民耿某在朋友
家喝酒之后，在经过村西耿某某
的家门时，因与耿某某之前有矛
盾，心存不满，于是把旁边的一个
垃圾箱及距离50米以外的另一个
垃圾箱拖至耿某某家门口，点燃
其门口的玉米皮，引燃并烧毁两
个垃圾箱，造成经济损失400余
元。

次日，阳信县公安局河流派
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调查
工作。耿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相
关规定，民警在查证事实后，依法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决
定。耿某酒醒之后对自己的行为
非常后悔，如实承认错误，并积极
赔偿村内公共财物，购买了两个
垃圾箱。

6月8日，耿某已被送往阳信
县拘留所执行拘留。

(通讯员 张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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