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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八方”入手细查严防廉政风险

为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效预防违法违纪案事件发生，今
年以来，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结合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实际，从细处着
眼、从小处入手，以管权、管人、管事重点岗位和交往复杂人员为防范重
点，认真梳理排查出容易出现廉政风险的“权、枪、车、酒、钱、色、
赌、毒”八个方面问题，从严从细予以防控。

在个性问题上，重点围绕一个“权”字进行排查防范。比如，执法办
案岗位重点排查防范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社区警务岗位重点排查防范不
严不实问题，窗口服务岗位重点排查防范脸不失微笑、门始终敞开、事就是
不办等“四风”新表现等。在共性问题上，重点围绕“枪、车、酒、钱、色、赌、毒”
七个方面进行排查防范，既要排查防范工作时间岗位职责范围内的，更要排
查防范“八小时以外”的，严禁形式主义、表面文章。

为确保实效，淄川分局将廉政风险排查防控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考核和绩效考核，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流于形式、措施不力、效
果不好的，严肃追究责任，实现预防腐败关口前移。【李增强 王宁宁】

□滨南开展寄递物流业安全检查

为确保辖区寄递物流业安全稳定，连日来，滨海公安局滨南分局组织
民警对辖区快递物流业开展检查，对各物流快递业各项制度规定落实情况
进行了检查。

其间，民警重点检查了各物流快递行业“三防”、消防安全制度落实
情况和邮寄物品及登记情况，以及从业人员是否发现寄递枪支弹药、管制
刀具、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禁寄物品的可疑情况线索
等，要求各物流快递行业做到实名登记、开箱验货，扎实做好邮递件的安
全检查工作，严防犯罪分子利用快递渠道进行违法犯罪。

此次检查有力加强了辖区物流快递行业内部安全管理，消除了安全隐
患，确保了辖区物流快递行业安全稳定。 【李靖璇】

深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工程、深入推进公共秩序优化工程、
深入推进公共交通亮点提升工程、深
入推进商场超市和集贸市场环境秩序
升级达标工程…… 4 月 9 日，莱芜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推出 7 项文明城市创
建常态长效化新举措，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长效
化，持续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质、城
市文明交通程度。

莱芜市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后，莱芜交警支队以全面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常态长效化工作为主线，突出
问题导向，明确工作重点，强化责任
落实，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巩固和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推动文明交
通治理常态长效。

深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工程，改造提升主次干道。完成配齐
主城区 22 条主要道路及 6 条商业大街

的交通安全设施及行人过街、机非分
离、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

深入推进公共秩序优化工程。集
中优化升级和完善现有应用系统和路
面卡口、监控、自动抓拍等设备和完
成主要路段、终点线路的斑马线管控
设备安装工作；加大交通秩序智能管
控力度，通过综合技术措施，在莱芜
36 个重点路口及文化路等 35 条主次干
道，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对行人
不文明行为进行治理，规范行人文明
出行，加大礼让斑马线整治力度，对
不礼让斑马线行为进行处罚。

深入推进公共交通亮点提升工
程，加大对汽车站周边主次干道待客
出租车、送站出租车乱停乱放整治力
度，避免引起交通拥堵。

深入推进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环
境秩序升级达标工程，整治市场周边
交通秩序。重点治理莱芜银座商场、

信誉楼商场、莱芜大润发超市、茂业广
场、莱芜银座钢城店等 5 处大型商场超
市周边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
象，杜绝出现交通拥堵。常态化整治 8
处集贸市场周边乱停乱放车辆现象，确
保机动车、非机动车规范停放。

深入推进校园及校园周边环境整
治工程。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落
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制定工作措
施，定期对校园周边交通环境进行隐
患排查，切实缓解上、放学期间机动
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学校周边流
动商贩占道等问题；常态化开展重点
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严
格落实责任，切实解决上、放学期间
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深入推进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工
程，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等媒介，宣传文明交
通理念、法律法规和常识。开展路口

认领认管、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等主题
行动，营造文明出行良好氛围。加大
处罚力度和曝光警示，每月集中曝光
一批违规交通运输企业，每月曝光一
批终生禁驾人员和交通违法追刑人
员，引导社会各界关注、重视道路交
通安全，提高广大驾驶员文明驾驶素
质。加强文明交通教育引导，在逆行
多发路段,定点、定人、定时站岗,发现
违章行为,当场教育处罚，引导市民养
成车让人、人让车的良好行为习惯。

深入推进文明创建长效机制构建
工程。加强市民文明行为规范方面的
立法调研，针对公共秩序、公共管理
方面存在的市民不文明行为，将文明
行为促进立法纳入立法规划，完成立
法论证和调研工作，形成草案并征求
社会各界意见，根据社会各界意见进
行修改完善。 【张泽文】

执勤中如何不露痕迹地实现对可
疑车辆的控制？被检查人员身份证未
带又不记得号码怎么办？执法执勤上
岗人员如何科学有效地搭配和分
工？……这些执法执勤过程中经常遇
到的问题，在济宁市公安局举办的查
控工作现场教学教官培训班上,被辅以
现场教学模拟演练逐一解决。

为切实提升公安一线执法单位现
场查控能力，近日，济宁市公安局举
办了查控工作现场教学教官培训班，
将教学重点聚焦一线执法单位执法现
场难题，用现场执法方式直接检验培
训效果，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练战结合
教学尝试，受到参训学员及一线执法
单位的热烈欢迎。

一线实战的需求，就是训练工作
的努力方向。本期培训班面向 24 小时

运转中的公安一线执法单位，通过真
听、真看、真正参与执勤活动，对培
训内容方式进行调整总结，将整个培
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展
集中理论培训与模拟教学，以摸清、
找准现场执法执勤实战最常见问题为
主要目的；第二阶段以现场教学形式
展开，通过直接参与现场执勤，用事
实检验提出对策的可行性，从而提出
更为规范的现场执法执勤建议。培训
活动以找准现场执法执勤过程中最棘
手的问题为主要目的，采取“一方提
问、多方共研”的形式进行。结合实
践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探讨中逐步形
成共识。教学中倾听基层声音、尊重
基层做法，模拟场景教学随即跟进，
场景紧紧围绕学员问题进行设定，形
成共识的解决方案也在实际演示的过

程中，得到了不断完善和优化。现场
教学采取“两观察、两上岗、两点
评”方式进行，学员按地区组成执勤
团队，在对现实执法执勤模式进行首
次观察的基础上，提出执勤模式优化
设计方案，按照自身设定方案配合警
力逐队上岗开展首次执勤，在各队完
成首轮执勤后进行首次点评。各队结
合首次点评重点和各队实际表现，再
次观察执法实际，调整自身工作方案
二次上岗，完毕后二次点评。每组提
出对现实执法执勤的建议意见，与一
线执法单位进行沟通，听取实战部门
的反馈，共同形成更为规范高效的执
法执勤模式。

现场教学阶段采取小班化模式，
分赴金乡、任城、汶上、曲阜、邹城
等地，结合随警作战开展现场教学。

为形成覆盖效应，教学中采取同步开
展战时送教上岗，在对 63 名教官实施
现场教学过程中， 60 余名现场执勤民
警同步参加了培训。在传授教官教学
方法的同时，也为基层民警上了一堂
生动的规范执法执勤课。整个教学过
程中，教官针对执法执勤过程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即时提醒、
即时交流、即时解决，围绕查控勤务
执法执勤基础、人员分工、车辆盘查
和人员查控等内容，直接传授规范处
置方法，有效提升了基层民警的实战
技能、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而各地
的教官在学习结束后，也立即开展了
各地现场查控工作的送教活动，规范
的处置程序、更为安全的执法方式，
快速得到了推广和普及。

【万艾东 熊继勇】

为切实做好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警大队在全区范围内
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广大群众春季出行
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大队充分利用“窗口阵地”不断加大宣传
力度，不间断地向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宣传各类
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使办事群众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将宣传教育作为春季
事故预防工作的硬指标，把“交通安全宣传进
企业”作为宣传工作硬任务，进一步搭建企业
宣传平台。为切实提高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的
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提醒农民外出时不要乘坐拖拉机等农用车辆，
不驾驶无牌证摩托车和报废车上路。

严格落实勤务制度，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集中整治工作，把酒后驾驶、货车载人、超
载、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作为查纠重点，坚
持对违法驾驶零容忍政策，坚持常抓不懈，加
大管控力度和依法从重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
管的高压态势，打出声威、打出气势，消除违
法者的侥幸心里。要求执勤民警在路面巡逻、
查纠违法、站早晚高峰过程中，以路面各执勤
卡点为依托，零距离、面对面向驾驶人开展宣
传教育，针对具体违法行为，讲解违法行为危
害，让违法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违反道路交通法
规的危险性和严重性，时时提醒群众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遵章出行、安全行车。

【陈爱福 沁 雨】

课堂设在执勤点 教学贴近最前沿

济宁以教官培训促现场查控能力提升

□海阳交警“户籍化”开展危化品运输车辆安全管理

为深化危化品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今
年以来，海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加大监管力度，进
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对危化品车辆实行“户籍化”管控，保障了辖区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该大队严格落实源头安全管理措施，组织民警定期对辖区 20 多家危
化品运输企业进行调查走访，全面掌握企业危险品种类、运输线路等情
况，进一步完善“户籍化”管理指导，对从事危化品运输的企业进行统一
规范，健全手续，建立台账，落实责任，实施动态管理；在路面巡查中，
科学调整勤务安排，针对危险化学品槽罐车运输特点，合理设置和调整执
勤点，在辖区主要路段设立专门的执勤点，采取固定岗与流动巡逻相结合
的勤务方式，加强巡查，重点查处危险化学品车辆超载、超速、酒后驾车
和违规通行危险化学品禁行路段等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
起，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于建勇】

□东营南站派出所注重强化队伍建设

青岛铁路公安处东营南站派出所多措并举，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不断
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该所组织全体民警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教育引导
牢固树立“严格公正、文明平和、理性规范”的执法理念，增强执法为民
的自觉性。在全体民警中开展自查自纠活动，不断提升宗旨意识、证据意
识、程序意识。积极发掘工作中涌现出的爱岗敬业、文明规范执勤、热情
规范服务的模范民警，树标杆，由先进典型传授经验，进而激发全所民警
工作热情。该所值班干部每日把民警和辅警工作情况作为平日督导检查的
一个重要方面，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明察暗访，加大督查力度，严格防范违
法违纪问题发生。 【陈昭宏】

规范化 制度化 常态化 长效化

莱芜交警：推出文明交通长效治理新举措

今年以来，安丘市公安局东关
派出所结合辖区治安实际，深入分
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抓好
社会面管控工作。

建立社区民警人口管理常态
化工作机制，社区民警组织警务助
理、网格员，经常性开展入户调
查，掌握社区常住人口底数，实现
入户访查“常态化”。加大重点人
员信息采集、研判、破案的分值细
化，用足用好工作绩效考核奖励措
施，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
得住的工作目标；建立以派出所为
主体，警务助理、网格员、治保组
织等社会力量为辅助的街面巡逻体
制，切实提高见警率和“管事
率”。 1 至 3 月，开展巡逻 200 余
人次，抓获现行犯罪嫌疑人 3 名，
破获盗窃案件 10 余起。同时加强
对重点单位内部保卫组织的指导
，健全单位内部管理制度，逐一

签定责任书，督促单位落实人防、
物防、技防措施和保安派驻、门卫
值班守护制度，实现党政机关、要
害部位、金融系统、学校等部门的
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率达
100% ；继续深化流动人口、出租
房屋“百日会战”专项活动，积极
与社区对接协调，开展“抱团式”
服务，使警务工作和社区工作相得
益彰，形成共建、共管、共创和谐
社区的工作格局。并结合 “ 一
标三实 ” 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各社区不间断对本辖区流动人口开
展清查行动，对出租房屋、小单
位、小场所、工棚工地、集贸市
场、废弃厂房、城中村等流动人口
落脚点进行拉网式清查，逐家、逐
户、逐人核实人口信息，及时查漏
补缺，力求不留盲点、不留死角。
共排查登记出租房屋 213 户，流动
人口 1536 人。新增出租房屋 161
间，新排查录入流动人口 273 人；
狠抓矛盾纠纷化解。充分发挥社区
民警联系群众、熟悉情况的资源优
势，用活用好行政、法律和经济手
段，建立社区民警调处治安矛盾纠

纷工作机制。社区民警负责信息员布建、信息搜集、纠纷分
流、矛盾调处、案卷整理等工作，既缩短了矛盾调处时间，又
提升了矛盾化解效果，今年以来，社区民警有效化解治安矛盾
纠纷 16 起，调处率 100% 。 【李 峰 刘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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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交警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真的没有想到过了这么久还能帮我们找
回来”，在 4 月 10 日下午商河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集中返还赃物仪式上，一位受害人激动地
说道。

在这次集中返还赃物仪式上，前来领取被
盗财物的群众有 10 多位，有的还为民警送来
了锦旗，一句“谢谢”、一句“辛苦”，成为
办案民警最大的回报和满足。这次集中发还的
财物有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 15 辆，电瓶
50 余块以及部分高档烟酒。

近年来，商河县公安局将打击违法犯罪放
在首位，特别加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诈
骗、盗窃等侵财类犯罪侦破力度，持续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让违法犯罪人员成为“过街
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越来越浓，安全的围
栏越扎越紧。同时，更加主动回应群众对公安
服务的期待，提高办事效率，努力实现让群众
“最多跑一次”的承诺，让群众的幸福感、安
全感越来越丰满。 【刘 健】

商河刑警举行赃物集中返还仪式

□临港交警严查酒驾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为切实做好春季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近日，临沂临港区交警大队
针对辖区实际情况，全警动员，以“零容忍”和常态化的态势，扎实开展
酒驾专项整治。大队明确整治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采取定点查纠与流动
巡逻的方式，突出对辖区饭店、宾馆等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事故易发、多
发地段以及城区等重点部位管控，突出中午 1 点至 3 点，晚 8 点至 0 点等
酒驾多发的时间节点，强化路面查控力度和密度，严查严处酒驾、醉驾、
涉牌涉证、超员、超载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逐一排查所有嫌疑车辆，形
成以“点带线”、“线带面”的整治态势。

行动期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20 余起，其中酒驾 18 起，醉
驾 8 起，涉牌涉证 35 起，行政拘留 8 人。 【卢彦萌 张永帅】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时的讲话精神，深入推动“大学习、大调研、大
改进”工作的开展，临清市公安局党委专门组织广大党员民警
来到原清平县党史纪念馆瞻仰革命前辈英雄事迹，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图为近日在原山东清平县党史纪念馆，临清市公安局
广大党员民警重温了入党誓词。 永欣 汝强 摄

□广饶大码头派出所多举措优化便民服务质量

为更好地方便群众办理户籍业务，广饶县公安局大码头派出所户籍室
结合辖区实际，努力提升服务水平，积极落实便民服务措施，受到群众的
一致好评。工作中，民警完善户籍业务办理流程，在户籍办理大厅窗口张
贴户籍及身份证办理流程图，并将户籍及身份证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制作
成单页，发放给前来办证的群众，避免群众因不熟悉流程以及材料不全来
回奔波，做到办事之前心里有底、心里有数。同时以便民为导向，优化办
事流程。针对近期办理户籍业务的群众陡增的实际，民警及时加强分流引
导，提高办事效率，购买设置排号机，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
设置了一体化的 wifi ，免费提供给等候办事的群众使用，提供了良好的
氛围环境。 【程 伟】

4 月 10 日下午 3 时许，在潍坊市公安局经济分局举行退赃仪
式，十余名群众认领到各自的被盗财物，现场退还群众被盗物品总价
值十余万元。图为群众领回被盗财物。 孙 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