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场特刊
编辑闫晓智 文检 吕小方 2020.1.1 星期三

警讯

T07

2019年 12月 16日 20时许，旅
客向某某（男）来所求助称，其黑色双
肩包（内有现金 3000 元、银行卡若
干）放在出发4号门前的座椅上，从
卫生间回来就不见了，请求帮助寻
找。

民警了解情况后，经过调取监控
视频，发现旅客毕某某（男，52岁）有
重大嫌疑，经查询该旅客所乘坐的飞
往哈尔滨的MU5448次航班已经起
飞。民警一边安抚向某某，一边联系
哈尔滨机场警方，查控毕某某，并将

双肩包控制。23时许，哈尔滨机场警
方反馈，已将毕某某控制，并承认自
己拿了别人的包，在确认物品后，由
哈尔滨机场通过顺丰邮寄给他。向
某某对民警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非
常感谢。 田世锋

2019年12月30日，烟台机场
迎来一场降雪，路面积雪经过车辆
辗压后，导致路面较滑，加大了道路
安全隐患，给交通安全管控工作带
来较大的挑战，交警大队闻雪而动，
迅速启动雪天道路交通应急预案。

一是要求执勤人员在岗执勤注
意自身安全，加强路面疏导，同时加
大重点路段的车巡管控力度，采取
亮警灯、喊话、鸣警笛等方式，提示
驾驶员减速慢行，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
二是值班民警及时与机场相关

部门沟通做好桥面撒沙、雪停除雪
等相关工作，保证旅客车辆行驶不
打滑，及时排查和消除道路安全隐
患，确保降雪期间不发生交通事故。

三是加强执勤疏导工作，要求各
岗位执勤人员，关注路面通行情况，
及时化解堵点，及时帮助受困旅客
解决问题，同时关注航班进出港情
况，协调运管部门备足运力。

2019年12月23日,一面写有
“尽职尽责 为民解忧”的锦旗，从广
州通过快递送到机场分局特巡警反
恐大队。

原来，10月27日,特巡警反恐
大队值班民警接到群众电话报警
求助称，其在蓬莱国际机场乘机
时,丢失身份证、国外驾驶证、银行
卡若干等一宗重要证件，请求帮助
其找寻。值班民警通过向求助人
卢先生了解具体情况，经过艰苦细
致的工作，锁定捡拾人申某。历经
4个多小时的说服教育，民警从其
行为性质、社会及职业道德标准、
如何为孩子树立榜样等方面逐渐
深入，申某终于承认自己捡拾到卢
先生的证件并索要高额酬劳的事
实，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

无偿把证件归还卢先生。民警联
系到卢先生告诉其结果的时候，卢
先生已经身处加拿大，并一再对警
方表示感谢。12 月，卢先生回到
国内后，第一时间就赶制了锦旗，
向特巡警反恐大队民警表达感激
之情。

看似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让
群众一直记在心头，不远千里寄来
锦旗。“尽职尽责 为民解忧”八个大
字，既是群众的赞誉，更是一种鞭策
和鼓励。特巡警反恐大队全体民
警、辅警会一如既往，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决按照分局党委的
指示要求，以过硬的作风和扎实的
工作，促进辖区社会治安的和谐稳
定，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岁月在年轮里成长，也在时光的
流逝中远行，又是年终岁尾时，又到
了与2019说再见的时刻了，疾驰的
时光，如飞而去，说再见难回首。

回首往事，2014年从部队转业到
机场分局成为一名交通警察。已逾
不惑之年的我，突然从熟悉的工作环
境转到陌生的单位，职业出现了断
层，就像是行军路上被清空了行囊空
空如也。恐慌过、焦虑过、痛苦过、彷
徨过。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从零开
始的岗位，重头再来，是一种挑战，让
本可以躺在军功薄上的我不再安于
现状，激发出斗志，重整行囊再踏征
途。转业5年多的时间，感谢各级党
组织和同事对我的关心，警营生活让
我从零开始，岗位责任让我一直在适
应，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努力。一句
话就是，一直在路上，在不断进取、不
断提升的路上。

回首往事，我想说的是，这一路的行
走，转变的是角色，变化的是岗位，不
变的是初心。五年多来的从警工作，
说起来时间不长，但体验却极其丰
富，真是小岗位大世界。在机场交管
岗位上，面对各种性格和各种需求的
群众，需要耐心的解答和热心的服
务，我真正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
理解和耐心。当群众对自己的交通
违法处罚有异议或者有牢骚时，有时
候需要更多的往往不是去公事公办，
冷冰冰地告知他们交通法规或者是
去说服他们，而是去耐心地倾听几
句，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诉求。也
让我体会到真正的耐心不是克制自
己的情绪去“忍”对方，而是站在对方
的角度去想问题，是从心里真心实意
地去帮助对方。这也算是我从执法
执勤工作中体会到的对“服务”一词
的理解吧。从“我忍”的所谓耐心到

笃定的服务心态，也让我对一名人民
警察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

回首往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让我有更
多的时间和更好的状态去考虑路面
管控、事故预防、服务群众和保障机
场道路交通安全的工作，也让我更深
入直接地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历史和宗
旨，深刻理解了“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方针
的内涵，懂得了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提升党性修养、廉洁自律的本
质要求。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
当初为什么出发。2020年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会牢记初心和
使命，自警、自重、自省、自励，自觉地
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不忘
初心，永葆本色。 王忠涛

2019年12月23日下午，省反恐
办副主任、省厅反恐总队调研员张建
军一行6人，到烟台机场检查指导反

恐防范工作。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王国栋，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于
龙参加检查活动。

在候机楼，检查组实地查看了候
机楼反恐设施设备、候机楼出入口防
爆检测、武装巡逻、旅客安检通道、控
制区门岗安全执勤、防冲撞装置措施
落实情况。张建军进行了现场督导，
听取了反恐工作情况汇报，省厅检查
组对机场反恐怖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给予充分肯定。

在座谈会上，王国栋副总经理对
检查组的到来表示感谢，同时希望检
查组给机场反恐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和建议，并表示机场分局下一步将严
格按照《山东省重要目标反恐怖防范
等级标准实施规范》的要求，加强反
恐怖防范工作，落实好各项反恐措
施，确保机场不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张建军指出，烟台机场今年客运

吞吐量突破一千万，可喜可贺，旅客
吞吐量的快速增长要与反恐怖防范
工作成正比，机场要完善千万级机场
反恐设施设备，积极向上级汇报反恐
工作短板，投入符合标准，反恐的人
力、物力、财力要跟上，要建立健全反
恐领导机构，统一领导指挥机场的反
恐怖工作，落实好反恐措施。时至年

终岁尾，国内外反恐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机场各级领导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要紧绷反恐斗争这根弦，增强反
恐怖斗争工作紧迫感和责任感，突出
重点关键，有针对性的进行再部署、
再落实，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确保
机场持续安全。

年末岁尾将近，为切实加强对机
场周边乡镇村庄的净空保护宣传，保
证宣传工作深入到每村每户，机场分

局积极配合机场集团公司深入到机
场周边村庄进行广泛宣传，为村民送
去了净空宣传挂历。

2019年 12月 30日下午，机场分
局和机场安监部到大辛店镇吴李村
开展走访宣传活动，给吴李村每个村
民送去了新春祝福和宣传挂历。走
访中，机场分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
任郝晓东与吴李村村主任李敏就机
场净空安全保护、净空安全宣传进行
座谈。李敏主任表示吴李村两委班
子会继续高度重视净空保护工作，把
机场净空安全手册发放到每个家庭
并组织学习，并表示春节期间会通过
村广播继续进行广泛宣传，组织村治
保会加强巡视检查，确保吴李村不燃
放烟花爆竹。

郝晓东主任代表分局向吴李村
全体对机场安全工作的支持表示了
感谢。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厅、市局开展
实战大练兵的安排部署，全面推进实
战大练兵常态化、制度化，机场分局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力推进实
战大练兵有序有效进行。2019年12

月30日，机场分局在蓬莱国际机场空
港四路组织特巡警队员开展体能组
合测试和1000米跑考核，再次掀起
冬训热潮。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
任王正林作训练动员并全程指导训
练考核工作。

顶风冒雪砺精兵，千锤百炼强本
领。训练考核期间，恰逢2019年第
一场大雪。特巡警队员不畏严寒、反
应迅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以高昂
的斗志、良好的精神状态，全力投入
各个项目的训练考核中去;组训考核
教官严格要求，确保参训人员动作做
到位、不走样。风雪中的高强度训
练，磨砺了警心、锤炼了作风、磨练了
意志，参训队员成为机场一道靓丽的
风景。一组组标准的动作、一个个饱
满的精神，充分展示了机场公安“敢

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威武士气，他们
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无私奉献的精神
书写忠诚，他们牢记重托、忠于职守，
为更好的践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为全力创建平安机场筑牢坚不
可催的“堡垒”。

下一步，机场分局将严格按照
“党委领导、政工协调、警种主训、分
级实施”的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格局
和常态化机制，全面落实全警大练
兵。各单位作为岗位练兵责任人和
组训者，要充分发挥基础训练单元作
用，充分利用训练基地、健身场馆、办
公场地等现有场馆场地灵活组织开
展训练，统筹安排训练时间，妥善解
决工训矛盾，努力打造一支“拉得出、
冲得上、打得赢”的机场公安队伍。

孙晓传

为确保全年机场安全圆满收
官，强化对辖区九小场所的消防安
全监督管理力度，提高员工消防安
全意识。12月10日下午，分局组织
人员会同机场相关单位，对机场辖
区九小场所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工
作。

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商铺的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消防安全疏
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和器材是否正常有效运
行，是否开展日常防火检查巡查；消
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对工
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及如何使用
灭火器、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档案
建立情况进行检查，此次检查，共查

处安全隐患6处，当场整改4处，2处
限期整改。

通过此次检查，切实把场所中存
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及时扼杀于萌芽
状态，进一步巩固提高了员工的消
防安全知识，为确保辖区安全平稳
夯实了基础。

根据局长办公会指示精神，12
月10日，交警大队召集机场中土物
业、绿化、山航公司、机场酒店、货运
公司、航食、商铺等7家单位负责人
召开了一次用工单位冬季交通安全
责任约谈会。

会上交警大队针对当前辖区用
工单位务工人员出行情况进行了剖
析，对务工人员交通法规意识进行
了点评，对务工人员骑乘电动车违
反交规的现状进行了通报。交警队
指出：当前已经进入冬季，恶劣天气
增多，路面湿滑会导致交通事故上
升，现在有的用工单位不重视人员
安全常识教育，有的务工人员骑乘
电动车在辖区肆意违规行驶，闯红
灯、逆向行驶、无牌无证驾驶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会上大队
还列举了近年来辖区发生的几起因
不遵守交通法规而导致伤人事故发
生的案例。

会上交警大队结合当前全市开
展的电动车挂牌事宜向用工单位进
行了政策宣讲，动员各用工单位负
责人回去督促所属人员在政策规定
时间内落实电动车挂牌上险工作。
同时交警大队还与参会单位负责人
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状，明确了对
职工违反车辆管理的单位作出处罚
和整改的措施。

下一步，交警大队将联合特巡
大队开展电动车专项查处工作，对
无牌车、违规车辆加大处罚力度，全
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省厅检查组到机场检查指导反恐怖防范工作

机场分局走访周边乡村开展净空保护宣传

公安分局开展冬季实战大练兵训练考核

机场分局帮旅客找回贵重遗失物品

一路走来不变的是初心

交警大队做好降雪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工作

分局加强对辖区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特巡警反恐大队收到一面锦旗

交警大队召开辖区用工单位
冬季交通安全责任约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