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长清清召召开开道道路路交交通通

““平平安安行行··你你我我他他””推推进进会会

本报讯 日前，长清区召
开深化道路交通“平安行·你
我他”行动推进会。

为做好辖区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会议要求，全区各街

镇、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即
将实施的《山东省实施道路
交通安全责任制规定》，各
司其职，形成整治合力，全
面推进交通治理工作纵深
发 展 。同 时 持 续 加 力 推 进

“交通安全村”建设，完善两
站两员工作机制，提升农村
地区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郭嵩 刘海英）

本报讯 近日，济南市长
清区法院审理了两起妨害公务
案，涉案的两名男子分别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在接受
公安机关传唤和调查时，拒不
配合，选择暴力抗法拒绝抓捕，
最终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长清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两名案犯
均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人属于

“三进宫”。
2016年12月19日下午，长

清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在辖
区长西路三龙庄路段设点执
勤。15时许，杨某（男，58岁，山
东肥城人）无证驾驶一辆脱审
的厢式货车行驶至检查点附
近，在看到前方执勤民警后，为
躲避检查，他随即调转方向逃
离现场。杨某的异常举动引起
了民警注意，两名民警立即驾
车沿生产路低速尾随，并用警

报器多次喊话，责令其停车接
受检查，但杨某拒不停车。随后，
杨某将车开进了附近一家食品
公司院内，待双方下车后，杨某
先是辱骂和威胁两名民警，又随
手捡起一根木棍对民警进行殴
打，其中一民警的执法记录仪被
打翻在地，其面部也被木棍多处
划伤。支援警力稍后赶至现场将
杨某控制住，并将其带至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2017年2月13日，犯罪嫌疑
人杨某被警方移送至长清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检方认为，杨某
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触犯妨害公务罪。
杨某日前被长清区法院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杨某曾
因犯放火罪，于2000年5月被
判处有期徒刑6年。

2017年8月22日10时许，
孔某国（男，3 1岁，山东曲阜
人）等人因交通事故与他人在
长清某医院内发生斗殴。11时
许，接到报警后，当地新城派出
所民警赶到现场处置警情，准

备将孔某国等人传唤至派出所
接受调查。其间，孔某国拒不接
受警方传唤，并用手推搡执勤
民警，将民警的警服上衣扯坏。
当警方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
孔某国抗拒抓捕，突然用拳头
将医院传达室的窗户玻璃捶
坏，随手捡起玻璃碎片向民警
肆意挥舞，情绪异常激动。为避
免伤及周围群众，现场民警立
即上前合力将孔某国控制住，
趁机抢夺下了他手中紧握的玻
璃碎片，在此过程中，一名民警
的双手被玻璃划破，事后缝了8
针，经鉴定为轻微伤。

同年11月27日，长清公安
分局将犯罪嫌疑人孔某国移送
至长清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
察机关认为，孔某国以暴力方
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其行为触犯了妨害
公务罪。孔某国近日被长清区
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孔某国此前曾因故意毁坏财物
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两次有期徒刑，算上这次
已是“三进宫”。（本记）

1111所所大大学学““电电子子眼眼””全全覆覆盖盖
长清公安创新管理理念维护高校稳定

打造“三模式”

织密信息掌控网络

设立警务理事会，统筹把
握高校动态。长清分局联合11
所高校组建警务理事会，定期
举行会议，通报校内治安情况，
交流工作经验。针对电信诈骗、
盗窃案件发案高、破案难等问
题，分局实施高校安全建设“四
年规划”，组织开展“人人争当
安全防范达人·十万学子防电
信诈骗”主题活动，举办安全防
范“十个一”系列活动，确保防
范手册人人有、防范承诺人人
签、防范警示处处有的宣传氛
围。

建立校园联动模式，全面
掌控师生诉求。建立公安机
关——— 学生处（团委）——— 二级
学院（辅导员）——— 学生骨干

“四位一体”闭环式信息搜集机
制，确保信息搜集工作沉下去、
深进去，为了解和处置高校各
类涉稳问题奠定基础。

创新“网安+校园”模式，
筑牢网络安全。根据网上网下
安保“齐步走”原则，长清分局
成立了警校新媒体信息联动中
心及10个“警校联动微信群”，
每日推行推行警情通报和日常
防范沟通机制，引导各高校有
针对性地做好防范预警。

创新“三机制”

提升警务服务水平

推出“一校一警两辅警”机
制。长清分局大学路派出所将
警务前移，创新推出“一校一警
两辅警”工作模式，实现高校安
保体系再升级。该模式运行以
来，高校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

14 . 9%，其中电信网络诈骗同
比下降7 . 3%，盗窃案件同比下
降25%。

完善“一十百千万”机制。
按照省厅、市局关于社区警务

“1+2+N”工作部署要求，长清
分局着力在“N”环节上下功
夫、求实效。经过探索实践，目
前已在10所高校建立了“一十
百千万”（即一个警务理事会、
十支校园专职保卫力量、百名
专职安全辅导员、千名学生骨
干力量以及万名学生治安志愿
者）特色网格化人防体系。依托
该体系，公安机关共收集各类
信息1200余条，层层传达安防
预警信息5000余条，帮助师生
解决困难210件。

推动高校维稳工作新机
制。长清分局在各高校推行“文
保进校园·一校一阵地”模式，
在每所高校设立一处“文保阵
地”，建立以外籍师生、少数民
族师生、激进活跃人员为重点
的八类维稳台账，设置一定比
例的信息联络员，定期摸排校
内外籍、涉疆、涉藏师生底数及
日常表现，保证重点人员的动

知轨迹及行知去向。

强化“三重点”

夯牢校园安全防范网

重点打击，以打促防。学生
是社会弱势群体，针对侵犯学
生人身财产安全的案件，长清
分局始终毫不手软，重拳出击。

重点推进技防建设，依托
视频监控实现视线延伸。长清
分局督导推动校园技防设施建
设，在11所高校全部建立视频
监控系统，协调资金160多万元
在校内重点区域新增2000处高
清探头，实现24小时全方位监
控，为安全防范做好基础。

重点关注心防建设。坚持
“法治教育必须从新生抓起”的
工作理念，自新生报到开始，通
过举办安全防范讲座、播放校
园警务广播、组织反诈骗倡议
活动等形式，加强新生安全防
范教育。针对大学生心理特点，
分局同时开展了“微博、微信、
微电影进高校”活动，及时发布

“微警务”信息。
（长清公安分局供稿）

男男子子醉醉驾驾酿酿交交通通事事故故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侦查

本报讯 近日,经长清公
安分局批准,长清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依法对因醉驾涉嫌危
险驾驶罪的常某立案侦查。

3月13日晚11时左右，常
某（男，38岁，莱芜市钢城区
人）驾驶鲁AUX***小型客
车，在凤凰路通发大道交会处
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接警后，

城区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进行处置，在询问过程中，闻
到常某满身酒气，随即将其带
至附近医院接受血检。经检
测，常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50mg/100ml，已达醉酒标
准,涉嫌危险驾驶罪。城区中
队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张帅）

严严查查面面包包车车超超员员

近日，长清交警大队张夏
中队组织警力开展面包车超
员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共
查获超员20%以上违法5起、

超员未达20%违法7起，查获
无证驾驶2起，行政拘留2人。

本报通讯员 郭嵩 刘
海英 摄

声明

伪伪造造驾驾照照还还开开超超员员车车
男子被行政拘留15日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帅） 近日，经长清公安分
局批准，长清交警大队城区中
队依法对伪造驾驶证且无证
驾驶的申某灵（男）作出行政
拘留15日的处罚。

4月9日6时许，城区中队
民警在辖区经十西路湄湖路
交会处设点执勤，其间查获一
辆超员面包车。经核查，牌照
为鲁P799**的面包车核载7
人，实载8人，超员20%以下。
现场查处完毕后，按照规定，

民警依法暂扣了违法车辆驾
驶人申某灵的“驾照”。

在返回中队驻地后，经反
复核对确认，民警发现申某灵
提供的“驾照”涉嫌伪造，其本
人根本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
资格，属于无证驾驶。民警随
即通过大队指挥中心数字警
务平台摸排该车的行驶轨
迹 ，确 认 了 车 辆 的 具 体 点
位。随后，民警赶至城区水
鸣街中段，将正在车内睡觉
的申某灵查获。

济南润康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306117192X6）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清算组已成立，
并在济南市长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及
债权事项说明，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济南润康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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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证证驾驾驶驶被被查查，，捡捡木木棍棍打打伤伤民民警警
长清发布两起妨害公务案，两名案犯均有前科

长清区交警大队

民民心心检检察察在在行行动动

长清大学科技园内现有高校11所，师生总数超过16万人。近年
来，长清公安分局以“打造三模式、创新三机制、强化三重点”为载
体，积极推进高校治安秩序净化提升行动，校园可防性案件有效下
降34%，“平安高校”创建活动取得显著成绩。

民警进高校开展法制宣传。


	E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