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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盗轿车送妻子谎称是“借的”

因男子刘某做梦都想发财，便萌发了盗窃念头，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9 天盗窃电动轿车 3 辆。 4 月 4 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经
过五天蹲守将盗窃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审讯，刘某对自己盗窃电动轿车的犯罪实事供认不讳。经查，自 3 月
份以来，刘某在夜色掩护下，先后流窜至牡丹区多地，专挑成色比较新，未
加装地锁的电动轿车下手， 9 天时间盗窃电动轿车 3 辆，涉案金额 7 万余
元。刘某盗窃来的电动轿车，一辆自己“使用”，一辆谎称是找朋友借的，
做为“礼物”送给了妻子，另一辆被他以 1 万余元的价格卖掉。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牡丹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黄冠伟】

为确保春季道路交通安全，全力
以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济宁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北湖大队针对春季道路交
通特点，实施五个强化措施，广泛开
展主题鲜明、贴近生活、形式多样的
春季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辖区居民
的交通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和交通安全
法制意识，有效促进了群众文明交通
素质的提升。

强化中小学生宣传。大队深入辖
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加强与学校负
责人的联系沟通，督促学校时刻抓紧
学生出行“安全绳”，并组织宣传民
警深入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教育，深入剖析涉生事故发生的原
因和预防对策，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学
生们交通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充分发挥“大手拉小手”作

用，抓住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一有
利时机，向家长们分发宣传材料，呼
吁大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不坐超
员车、带病车，不超速行驶，不酒后
驾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为孩
子树立榜样，引导养成遵守交通法律
法规的良好行为习惯。

强化阵地窗口宣传。大队强化
“窗口”服务宣传阵地作用，在车
管、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窗口单
位，充分发挥与群众面对面接触的有
利条件，通过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
板，组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交通安
全温馨提示等多种方式全力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
宣传氛围，让广大办事群众和驾驶人
能够深刻地受到交通安全教育，自觉
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强化重点单位宣传。大队积极组

织宣传民警深入辖区重点运输企业，
组织企业领导、安全管理人、驾乘
人员开展春季交通宣传教育，发放
交通安全警示宣传材料，观看交通
事故警示录光碟，时刻绷紧重点车
辆驾驶人员安全行车之弦。督促企
业负责人经常性做好驾驶员的春季
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尤其是客车、
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驾
驶人。对所有驾驶人进行资格再审
查，提醒驾驶人注意春困现象，避
免“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等各
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积极预防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强化路面宣传。大队将交通安
全宣传与执法执勤相结合，民警在
维护交通秩序、巡逻执勤、纠正交
通违法行为和事故处理时，针对具
体违法行为，向违法行人、事故当

事人、驾驶人和乘车人讲解交通安
全知识及危害性，做到每纠正或处
罚一起交通违法行为、每处理一起事
故，都进行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强化农村驾驶人宣传。为进一
步提高农村驾驶人群众的道路交通
安全意识，夯实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工作基础。大队宣传民警深入农村
开展春季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针
对农村群众出行经常搭乘非法营运
车辆等违法行为开展重点警示教育。
在农村人口比较密集的场所，宣传交
通安全法规和安全常识，起到了良好
警示作用。组织宣传民警，深入事故
高发路段周边村庄，与农民群众召开
座谈会、恳谈会，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对农民群众进行警示教育，提高广大
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防
患于未然。 【鲍玉冰】

春季由于踏青出游的群众较多，容
易引发山林火灾，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危害。对此，招远市公安局未
雨绸缪，扎实做好四项工作，清剿火灾
隐患，力促社会安定。

把握重点，山林防火扎实有效。扎
实开展防火包帮工作。根据责任分工，
市局每日从机关综合部门和大队抽调 20
名警力、 10 辆警车，对张星镇 10 个防
火重点村的山林防火工作进行不间断督
导检查，及时发现工作漏洞、管理盲
区，确保了山火零发生。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各派出所每日出动一个巡逻
组，保持“警灯闪烁”，主动加强对进
山路口、林区周边及通往墓地道路等重
点区域的巡查，积极协同辖区党委、政
府加大对火种的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
火源。加强应急救援准备。抽调警力成

立应急队伍，随时参与相关灭火救援、
交通保障等工作。同时，立足本职，着
力加大对消防重点单位和“九小场所”
消防检查力度，最大限度遏制火灾事故
发生。

突出主业，社会治安平稳有序。在
抓好社会排查化解、防控的同时，组织
治安、消防、交警、派出所等单位，采
取警便结合的方式，着力加强安全工
作，确保清明节期间祭扫活动安全有序
进行。在城区，按照网格布警的要求，
对车站、广场、商业区、景区等人员密
集区域实行 24 小时巡逻，有效提高了
见警率、管事率、抓获率。同时，坚持
武装巡逻，防暴装甲车、应急处突单元
作战车全部投放街面，增强震慑力。以
网吧、中小旅馆、留宿浴池、娱乐服
务、出租房屋、废旧物品收购和“城中

村”、城乡接合部等行业场所、复杂区
域为重点，进行“短平快”的集中检
查，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控线管面，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针
对春季道路交通流量增加，交通事故可
能出现反弹的情况，以国道、省道和旅
游景区周边道路为重点，坚持屯警路
面，加强动态巡查，提醒引导车辆压降
车速，有序通行，着力避免发生多车连
撞等可能造成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以
旅游包车、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
以及大型货车、农用车等为重点，采取
临时设卡、流动检查等方式，严厉查处
疲劳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超员、违
法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城区为
重点，着力加强对高峰时段、拥堵路段
和商业密集区域的管控，有效避免长时
间、大面积交通拥堵。同时，实行弹性

勤务机制，通过采取午查、夜查等集中
清查等方式，严厉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

强化领导，组织保障坚实有力。为
切实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4 月 2 日上
午，市局召开中层主要负责人会议，就
相关工作进行安排，做到目标明、任务
清、责任实。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落实
领导夜查、跟踪问效、网上督察等制度，
值班局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督导工
作开展；纪委部门组织警力对重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滚动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督促整改；各单位“一把手”坚持示范带
动，亲历亲为，与民警一同坚守岗位。严
格工作纪律。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值班
制度。全体民警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坚持
文明执勤、严格执法，树立了公安机关良
好形象。 【张国忠 孙立峰】

为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桓台县公安局邢家派出所结合辖
区实际，以顺民意、解民忧、化民
怨、保民安、赢民心为目标，从小事
办起，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处做
起，以“辛苦指数”换取辖区的“平安幸
福指数”，赢得群众的广泛赞誉。

清查+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集中清查整治。结合流动人口出
租房屋“百日会战”的开展，组织警
力适时对辖区出租房屋、商铺、加油
站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面性、地毯式清
查，通过审查身份证件，检查携带物
品等，严查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强化
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震慑作用。集中隐

患整治。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重点易
燃易爆从业单位，大力开展各类隐患
排查，加强对从业人员、储存库房的
清查，把各项整治措施落实到位，最
大限度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管好流
动人口。立足辖区实际，主动加强与
用人单位的沟通联系，强化流动人口
信息主动申报、主动办证意识。同
时，积极做好上门服务、预约服务，
对企业流动人口名单实时核销，配套
开展居住证政策宣讲、安全防范宣传
等工作，推动公安流动人口管理和企
业内部管理实现“双赢”。

排查+宣传，树立防范意识

组织警力对各辖区企业单位、加

油站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对发现的火灾隐患，责令经营业
主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下达
责令整改期限，并落实整改期间的火
灾防范措施。对相关企业、场所的经
营业主和主要负责人进行安全培训，
讲解如何预防火灾、发生火灾后如何
自救、如何逃生等基本常识，对安全
逃生出口不能堆放任何物品、灭火器
如何检查是否过期、如何使用灭火器
等基本常识性问题进行讲解，确保安
全负责人应知应会。

巡逻+防范，构建平安辖区

强化重点研判。针对发案重点区
域、案件高发时段及发案类型等信息

进行重点研判，结合实际合理布置巡
防警力、巡逻路线等工作，确保巡逻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实现警灯闪
起来，形象亮起来，治安好起来。加
大防控密度。坚持“警力跟着警情
走”，把警力部署在案件高发、群众
需求的重点时段和部位上，加大防控
密度，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或到达警情
处置现场，最大限度地掌控和驾驭辖
区治安局势。发动群防群治。加强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日常巡逻的
基础上，发动警务助理，进一步完善
网格化巡逻防控，对辖区幼儿园、小
学和各村居等重点单位进行定点巡
防，切实消除治安隐患和管理盲区。

【付 慧】

招远四项措施清剿火灾隐患保安宁

郯城速破一起放火案

近日，郯城县公安局经细致缜密侦查，快速破获一起放火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一名。

3 月 28 日凌晨，郯城县公安局庙山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时，发现路边
理发店门前一辆轿车正熊熊燃烧，民警一边使用车载灭火器扑救，一边拨打
119 消防救援电话，同时将在二楼熟睡的店主叫醒逃避。在消防官兵和派出
所民警共同努力下，大火终被扑灭。起火原因究竟是什么？带着疑问，刑侦
大队会同派出所围绕案发地点展开排查。经侦查，案发前后出入现场的一名
男子落入民警视线，根据掌握线索，民警将一胡姓男子带回审查。起初，胡
姓嫌疑男子百般抵赖，但在事实证据面前不得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原
来胡某因听他人闲说受害人背后说其坏话，便怀恨在心，遂于 28 日凌晨将
其车辆点燃后逃离。

目前，胡某因涉嫌放火罪已被刑事拘留。 【杜从俊】

济宁北湖交警深入开展春季交通安全宣传

连日来，莒南县公安局道口、城北、
相邸、石莲子等派出所不断加大对国家停
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相关政策的
宣传力度，积极动员组织警务助理、网格
员协调联动，利用村居广播进行宣传，增
强群众对该项政策的知晓率；开启警校对
接渠道辐射带动，根据实际需要，县公安
局户政大队牵头组织各派出所在户籍室开
通“办理学生身份证绿色通道”，通过开

设“专场”为各中小学校学生集中办理身
份证。在户籍室设立等候办证区、等候照
相区，并提供饮水机及座椅等服务设施。
办证期间均由老师根据统一安排带队到所
办理，缩短办证时间，提高办证效率。身
份证下发后，将把身份证统一送到学校，
由老师集中发放。截至目前，共为群众免
费办证 1300 余人次，赢得辖区群众广泛
赞誉。 【杨 阳 徐向田】

3 月 18 日，栖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合成作战中心、庄园、翠屏派出
所联合破获系列砸车玻璃案件，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党某某。

3 月 18 日上午，栖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 18 日凌晨，在栖霞悦心亭
宾馆附近有两辆车窗玻璃被砸，车内被盗物品价值两万余元。接报后，刑侦
大队立即联合庄园、翠屏派出所赶往现场进行勘验调查，同时，合成作战中
心开展相关信息研判工作，发现嫌疑人作案轨迹。经进一步研判和排查，侦
查民警发现居住在一旅馆内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3 月 19 日，经过 10 多
小时的蹲点守候，民警将其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党某某对其自今年 3 月以来，通过砸车玻璃，翻车
窗等手段，盗窃停放在霞光路果都电子商务酒店、文水小区门市房门口的 5
辆车车内财物 3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党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牟立峰 鲁仲杰】

栖霞速破砸车玻璃实施盗窃系列案件

桓台邢家派出所：用辛苦换来辖区平安

老太太摔倒在街头 民警不犹豫急救人

4 月 7 号下午 14 点左右，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八中队民
警正在国贸岗开展违法治理时，看到前方一位老太太突然摔倒在地，四肢不
断抖动，头也一直晃动。见此情景，民警当机立断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将
老太太抬到阴凉处，询问其身边的同伴，试图联系到她的家人。

在等待 120 急救车的过程中，同伴称老人之前有过高血压的毛病，家人
平时一直细心照顾，但今天不知为何，突然旧病复发，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待 120 急救车辆到达之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进行交通疏导，一路驾
驶警车在前开道，护送老人就医，为老人救治赢得宝贵。老人同伴感激地
称：“幸亏今天有交警同志的帮忙，要不然还不知道后果怎样。”

【曲 红 杜宇飞】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确保辖区学生出行安全，滨州
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交警大队对辖区所
有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为中小
学校、幼儿园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
全环境，全面预防涉及学生道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

深入排查，不漏一校。自 2 月份
开始，大队组织民警对辖区近百所中
小学校、幼儿园逐一走访排查，重点
排查使用校车单位有无增加校车情
况、原来未使用校车单位有无使用校
车情况，对新增校车的数量以及车况
进行认真排查、登记。同时，对校车
驾驶人变动情况进行认真排查，进一
步建立健全校车及驾驶人的管理档
案。

消除隐患，不漏一车。大队要求
各中队集中一个月的时间深入到使用
校车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校车进
行一次安全技术大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要求车辆所有单位及时整
改，在整改完成后申请复检，切实消
除安全隐患，确保接送学生的车况达
到安全技术标准。

开展教育，不漏一人。大队以校
车驾驶人、管理人员及校车单位安全
负责人为重点，今年先后 16 次组织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讲
解安全行车常识、播放典型事故案例
警示片等形式，广泛宣传校车超员超
速、驾驶报废车以及存在安全隐患车
辆接送孩子等行为的严重危害。同
时，在学校及其周边道路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播
放光碟，散发宣传资料的方式，营造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氛
围，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及学生家长
的交通安全意识。

强化整改，不漏一处。为保障辖
区校车安全运行，大队主动联合交通
运输、公路等部门，对校车行驶线路
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排查。民警深入校车通行路段
进行实地勘察，重点排查校车途经的
路线。对发现的危险路段、危桥和十字路口无标示等情况，通过拍照、
登记造册形成完整台账，对排查出的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警示标志、交通
安全设施缺损情况等进行限期整改。

整治秩序，不漏一项。把校园周边道路及校车途经道路作为整治重
点，深入落实“护学岗”措施，每天在学生上下学阶段组织警力重点对
逆行、超速、乱停乱放、不按规定让行等严重影响师生交通安全、通行
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为学校师生营造一个安全、畅通道路交通环
境。 【张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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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推动首次办理二代身份证

免费政策落地生效

男子冒领他人两万元快递货物被抓获

4 月 10 日，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嫌疑人康
某某，为受害群众及时追回近 2 万元损失。

3 月 29 日，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派出所移交案件： 3 月 6 日 10 时许，
刘某某(某快递公司新户代理点负责人)发现代理点的 19200 元货物被人冒
名领走。接报后，刑警大队立即派员靠案侦办，会同派出所民警展开联合
调查，调取了案发现场及周边卡口监控，成功锁定两名嫌疑男子及一辆嫌
疑轿车。通过研判车辆信息确定了作案嫌疑人康某某。随后，民警对康某
某展开追捕，并于 4 月 10 日在新户镇某村将其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康某某对其到新户一快递网点冒名领走他人
19200 元货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被冒领货物也已全部退还受害人。

【张景霞】

针对老年人听力差、动作迟缓，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实际
情况， 4 月 11 日，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夏津大队组织民警深
入城区学校周围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重点向接送孩子的老
年人讲解交通法规和安全出行常识，用浅而易懂的语言分析引
发交通事故的原因，提醒老人们随时注意来往车辆。图为大队
民警在县第二实验中学开展宣传活动。 滕兆来 摄

鱼台经侦全力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近日，鱼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强化措施，通过建立“警企联络
室”，加强辖区经济犯罪预警防控体系建设，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活
动，全面了解实情、排忧解困，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强预警宣传。积极构建警企恳谈互动交流平台，让民警走出去，将企
业负责人请进来，主动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深入了解当前企业所
需所盼，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不断提升经侦执法公信力。加强企业安全防
范管理，全面摸排影响企业经营和健康发展的突出治安问题和隐患苗头，重
点对风险企业、困难企业和经济案件多发企业的全面走访，全力服务。坚持
以专项行动为抓手，以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为重点，对涉及企业的各类案
件，特别是盗窃企业生产物资、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行为实行快速
受理、快速侦查、快速破结，全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挽回企业损
失。 【刘 猛 张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