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
延涛 刘胜前 张晶) 为
进一步凝聚警心、振奋士
气，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
以赴打好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国庆安保维稳攻坚战，9
月7日晚，聊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举行荣光从警三十
年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
庆安保誓师大会。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成
伟在致辞中表示，多年来，
全市公安交警在市委、市政
府和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勇于担当、敢于创
新，善作善成、开拓进取，着
力打造平安警务、数据警
务、规范警务、民生警务、过
硬交警“五个品牌”，推动制
定了全省地级市首部道路
交通安全立法，推出了公安
交管“放管服”改革、城市交
通治理、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预防、融媒体建设应用等多
项经验，支队先后荣膺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职工体
育示范单位、省级文明单
位、全省公安机关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成绩突出集体等
30多项省级以上荣誉，实现
了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跨
越发展。

成伟要求，全市公安交
警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持最高标准、最强部署、
最严措施、最佳状态，扎扎
实实开展“践行新使命，忠
诚保大庆”主题活动，全力
以赴打赢“除隐患、防事故、
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
战，坚决确保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有力推
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列、争创
一流，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大会现场，透过短片
《我们的三十年》，三十年来
道路交通环境的惊喜变化
和老一代交警的风采跃然

眼前。
“回首三十多年来的风

风雨雨，可以用四个字表达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那就是

‘无怨无悔’。”老交警刘卫
东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
己的舞台，医院路口三尺岗
台就是我和战友的人生大
舞台。”交警牛树亭说。

在工作面前，每一名交
警就是一尊雕像，在各自的
岗位上，无论春夏秋冬，雨
雪风霜，每天都在谱写为民
服务的华章。全场热烈的掌
场中，荣光从警30年的交警
代表上台领奖。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
业……”全场公安交警集体
起立重温入警誓词！铿锵嘹
亮的誓言将大会推向高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庆安保工作任务在前、担子
在肩，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
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戮力同
心，不辱使命，全力以赴、聚
精会神，全身心地投入到70
周年大庆道路交通安保工
作中，坚决打赢安保攻坚
战，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

聊城公安交警举行荣光从警三十年暨国庆安保誓师大会

全全力力打打好好国国庆庆安安保保维维稳稳攻攻坚坚战战

与会领导向聊城市“荣光从警三十年”交警颁发奖章。

本报聊城9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邱
磊) 9月6日上午，东昌府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
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
了解到，自专项斗争部署开
展以来，东昌府公安机关在
上级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充
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对黑恶
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专项斗
争取得了阶段性战果。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聊城市公安
局东昌府分局在全区迅速
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高潮。成立了扫黑除恶领
导小组办公室，抽调具有丰
富侦查办案经验的10多名
同志充实到“扫黑办”，成立
扫黑除恶专业队；并抽调分
局50余名民警组成线索核
查专班和打击处理专班，专

门从事扫黑除恶工作。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

分局还加强宣传，发动群
众，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
话、邮箱，同时还利用新媒
体全面宣传扫黑除恶工作。
经过依法严厉打击，截至目
前，东昌府区共打掉黑社会
性质组织2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5个，恶势力犯罪团伙1
个，涉恶类共同犯罪团伙26
个，刑拘232人，逮捕140人，
移送起诉148人，破获案件
173起，缴获枪支2支，扣押、
冻结资产24242 . 403万元。
其中，东昌府分局侦办的冠
县吴学占等15人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团伙已于2018
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主犯
吴学占被判处有期徒刑25
年，其他14名被告人被判处
2年到20年不等刑期。2018

年7月份中旬，东昌府分局
经过缜密侦查、迅速行动，
成功打掉了涉嫌集抢劫、敲
诈勒索、故意伤害、强奸等
严重暴力犯罪为一体的高
某、左某等12人组成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7月下旬，分局
打掉了以刘某、李某为首的
涉恶类共同犯罪团伙。9月
下旬，打掉了以王某为主犯
的涉嫌盘踞在建筑工地实
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正在侦查的领导、组
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件两起，2018年8月下旬，破
获“8 . 07”涉黑专案，并在此
基础上，成功打掉了孙某为
首的涉嫌实施寻衅滋事、非
法拘禁犯罪的恶势力犯罪
集 团 。2 0 1 9 年 6 月 ，破 获

“11 . 20”涉黑专案，目前，两
起涉黑专案还在进一步侦

查之中。
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严厉打击了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势力，有效净化
了社会政治、经济、治安环
境，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下一步，东昌府警方将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切实加强“扫黑除恶”
的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保
障，按照2019年“案件攻坚
年”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扫黑打伞铲基础”中心任
务，深化“铁拳”、“金剑”专
项行动，将打击矛头对准

“土霸王”、“套路贷”、“校园
贷”等领域黑恶势力，有重
点、高质量地实施专项打
击，继续保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全面出击的攻坚态势。

东昌府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全区区已已刑刑拘拘223322人人，，破破获获案案件件117733起起

本报聊城9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柳
真) 为进一步深化公安部

“放管服”改革举措，全面
打造便民服务模式，提高办
事效率，延伸服务触角，拓
宽服务辐射面，聊城市公安
局交巡警支队执勤四大队
在昌润路与建设路交叉路
口东南角增设一处交通管
理服务站，可为周边群众，
特别是香江市场商户提供
更加快捷、优质的交管服
务，进一步满足全市群众办
理相关交管业务的需要。

据介绍，服务站可为
广大驾驶员及车主朋友提
供查询违法信息、处理全

国范围内交通违法、现场
缴纳罚款并实时对账、打
印所属大队现场处罚法律
文书、交管业务咨询、领取
学习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等
多项交通管理服务。同时
站内配备POS机、便民座
椅、饮水机、老花镜等便民
措施，帮助群众下载使用

“交管12123”、网上缴费等
业务，实现群众业务办理

“零跑腿”。
该服务站工作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3 0 —
12：00；下午14：30—17：
3 0。具体地点在昌润路与
建设路交叉路口东南角，
邻 近 香 江 光 彩 大 市 场 一

期。

聊聊城城香香江江大大市市场场再再添添一一处处交交管管服服务务站站
可为周边群众提供更加快捷、优质的交管服务

交管服务站可提供查询违法信息等多项交通管理服务。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柳真) 9月8日，聊
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执勤四大
队聊临岗民警连续紧急救助两名急
症送医儿童，帮助他们及时得到治
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天上午10时左右，一私家车车
主驾车到聊临岗向民警求助，称孩子
不小心摔到了头，出现昏迷呕吐等症
状，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执勤的民警
高佰军立即驾警车开辟绿色通道，用
最快的速度将其送到市第三人民医
院，为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无独有偶，当日下午18时许，聊
临岗民警接到支队指挥中心指令，有
群众求助，孩子突发癫痫，病因不明，
需要马上就医，当时载有患病儿童的
车辆正接近昌润路聊临岗附近，值班
民警袁本航按照群众所留电话马上
和求助群众取得联系并会合。

由于当时正处于晚高峰时段，路
上车辆较多，袁本航立即拉响警笛，
并通过喊话器让其他车辆避让，以最
快的速度将儿童送达市人民医院。

经紧急救治，两名儿童均已脱
离危险，孩子家长对两位民警表示
最真诚的感谢。

聊城执勤交警连续
紧急救助两急症儿童

交警紧急护送急症儿童就医。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柳真) 针对热心
群众反映的炸街摩托车严重扰民问
题，在前期摸查侦查的基础上，9月6
日，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执勤四
大队张立明队长带领兴卫岗民警联
合铁骑中队，在辖区查获一处炸街
摩托车窝点，一举暂扣六辆无手续
摩托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积
极为广大群众创造一个安全、畅通、
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民警介绍，此次暂扣的这些非
法改装的摩托车自身危险性高，社
会危害性大，而且噪音扰民非常严
重。这些“炸街”摩托没有牌证，一些
骑手往往不停地加油、急刹甚至是
甩尾、漂移，而且骑手往往不戴头
盔，一旦上路行驶，会给正常行驶的
车辆、行人造成很大威胁，存在很大
的交通安全隐患，众多市民对此反
映强烈。

聊城交警提醒，对于此类交通
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一直坚持常态
化严查严处。广大驾驶员朋友切勿
私自改装车辆，也要坚决杜绝驾驶
此种“炸街”摩托车。

城区交警一举查扣
6辆“炸街”摩托

交警查扣炸街”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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