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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下午，省厅机场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赵海一行三人到机
场分局督导检查全国“两会”安保维稳
工作，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伟，机
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史广存参
加活动。

督导组在分局召开座谈会，听取
全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认为烟台机场分局紧紧围绕省厅
机场公安的决策部署，方案全面，措施
到位，责任明确，推动有力。赵海同志
强调要充分认清今年“两会”安保和疫
情防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集中精
力，克服困难，全力做好各项安保维稳
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李伟同志对机
场分局前期开展的疫情防控和“两会”

安保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
提高整治站位，落实落细落地各项安
保措施，确保全国“两会”安保维稳任
务圆满完成。

在分局指挥中心，督导组观看了
分局公安情报信息系统、民航从业人员
管理系统、天网平台及云哨无人机反制
系统演示操作，详细了解重点人员航班
信息采集、视频监控、从业人员管控系
统等情况，对辖区“空、地、人、车、物、
事”立体化管理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在候机楼，督导组查看了PTU武
装巡逻、北京通道、反恐平台重点人推
送等情况，赵海同志强调，要紧紧围绕

“盯住人、管住物、守住网、站好岗”的
标准，加强基础要素管控，深入开展矛

盾纠纷和安全隐患清零，将各类隐患
解决在萌芽状态；强化巡防和治安查
控，切实提高见警率、增强震慑力，坚
决防止危险因素通过民航流入北京。

在货运场站，督导组详细询问了
快递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工作流程，检
查了寄递物流企业X光机运行情况。
要求严格落实三个100%制度，杜绝
出现寄递违禁物品的现象，对发现违
规违法现象坚决依法顶格处罚，倒逼
企业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责任。

机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
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分局全体党委
委员，治安消防大队、刑侦大队、交警大
队、空防警卫大队、特警巡警大队、候机
楼派出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省厅机场公安局督导组到烟台机场督导检查“两会”安保维稳工作

为深入推进纪律作风专项教育整
治活动，进一步提升全局民警辅警党
性修养，5月22日，机场分局组织第一
批党员赴胶东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

神。机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
带队第一批党员民警辅警参加活动。

生为雄杰死为英，奔赴国难不惜
命。胶东革命纪念馆记录了胶东人民
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时期的百年光辉历程，展示了近代
以来胶东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
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壮丽画卷，全
面反映出胶东无数革命先烈不畏艰
险、挺身而出，为保护人民群众安全和
利益牺牲奉献的英雄壮举。在工作人
员的讲解下，全体党员同志在参观中
不时驻足，认真观看，为革命前辈可歌
可泣的壮举、社会主义建设者忘我奉
献的精神所感动，真真切切地接受了

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洗礼。
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
厅，铮铮誓言表达了全体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
坚定决心。

全体党员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
习是当前开展纪律作风教育整治活动
中自我比照最合适的镜子，进一步提
升了党性修养，提高了思想觉悟，弘扬
传承“忠诚坚定、不畏艰难、敢为人先、
无私奉献”的胶东革命精神，体现到思
想行动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立足岗
位，认真履职，为建设新时代平安机场
再立新功。

机场分局民警赴胶东革命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

5月 13日菏泽市公安局机场
分局一行14人到分局考察学习。
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党委副
书记、政委于龙及在家党委成员陪
同活动。

座谈会上，秦韶明局长首先代表
分局对考察组一行表示欢迎，于龙政
委详细介绍了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及
分局的基本情况、2019年度分局重
点工作情况。菏泽机场公安分局樊
庆振副局长介绍了菏泽牡丹机场建
设情况及机场分局的设置情况。随
后，双方围绕无人机反制、机场辖区
管理、信息平台建设、视频监控权限、
特巡警设置、民用枪支管理等进行了
深入讨论。最后，秦韶明局长建议抓
住新机场建设时机，明确主责主业，
抓牢基础工作，提前做好谋划，高标
准打造基础设施等工作建议。

在候机楼，考察组现场观摩了

PTU作战单元勤务备勤情况；考察
了武装巡逻、定点警戒、安检现场执
勤、入京通道查控、临时乘机证明办
理、派出所设置及7号门外治安、道
路秩序维护等情况。

樊庆振副局长表示，烟台机场
分局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在全省民
航公安中走在前列，此次学习受益
匪浅，不仅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也为菏泽机场公安工作明确了方向，
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希望今
后双方能进一步加强学习交流，共同
促进两局工作再上新台阶。耿国玉

菏泽市公安局机场分局
到我局考察学习

为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
全面拉紧机场社会治安局势，切实做
好全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根据市
局统一部署，5月20日夜间20时至22
时，机场分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集
中统一清查行动。期间，分局出动警
力75人次，警车12台次，清查重点内
保单位12家，盘查人员62人，检查车
辆100余辆，查获违法车辆2辆，管制
刀具2把。行动中，局领导亲自调度
指挥，机关警力全部下沉一线，全警全
力投入清查行动。

一、强化组织领导，迅速部署开展
行动。20日下午，分局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统一清查行动。各成
员单位按照“深入、细致、全面、扎实”
的工作要求，认真开展清查行动。一
是全警动员，全警参与。分局党委要
求全局民警按照“高强度、严要求、快
节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状态，拿出最
佳的精神状态参与到清查战斗中，力
争取得最佳成效。二是警力下沉，一
线参战。分局机关除负责值班值守、
指挥调度等警力外，全部警力参与清
查整治，确保基层一线有足够的警力
开展工作；三是领导全面蹲点，现场指
挥。各单位负责人全程在岗在位，共
同研究部署、共同动员安排、共同现场
清查，以实际行动激励和鼓舞全局民

警士气；局领导深入辖区，指挥在一
线、督导在一线，工作在一线。

二、聚焦主责主业，重点精准实施
清查。在清查行动中，以行业场所涉

“黄、赌、毒”为主要内容，对各类有可
能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点人员、车辆、区
域以及机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等方面
开展有效清查，着重对三个区域开展
清查：一是候机楼区域。重点查处隔
离区内商铺携带违禁品等违法行为，
组织收缴非法或违规存放管制刀具、
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对往来旅客及
重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启动北京通
道旅客核录机制。二是立交桥区域。
通过设卡盘查、人证核录、车辆检查、
蹲点守候等方式，集中查处扰乱公共
秩序、非法携带管制器具、酒驾、涉证
涉牌、违规停车、客车超员等交通违法
行为，有效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强力震
慑违法人员，净化了社会治安和道路
交通秩序。三是重点部位和目标单
位。全方位开展治安、空防、消防安全
大检查。严查行业场所，重点对机场
宾馆、休闲吧等人员聚集较多的场所
进行全面检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严
查重点部位，以强化空防隐患排查整
治为切入点，到二次雷达站、新能源车
场、货运等开展安全检查，确保绝对安
全；深入到机场二期建设工地，严查从

业人员情况，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情
况，避免发生影响飞行安全事件。

三、围绕本地防线，形成高压震慑
态势。以航站楼为中心，点、线、面结
合布警，织密网格化防控网络。一是
武装巡逻，震慑不法分子。特巡警大
队重点对航站楼人员密集场区所实施
网格化巡逻，加大武装巡逻的力度、密
度，加大显性用警和布警，提高见警
率，增加震慑力，营造浓厚的高压、严
打态势，有效震慑不法分子，挤压违法
犯罪空间。二是卡点查缉，加强重点
管控。认真全面强化危险物品和易燃
易爆物品的管理，严格查控制度，严防
危险品进入机场辖区。三是信息主
导，严防航延案件。分局指挥中心持
续加强对恶劣天气航班的信息收集和
会商研判，做到及时预警预防，妥善处
置，确保不发生一起有影响的案件。

机场分局开展集中清查统一行动

为严格落实民用枪支安全管理
规定，确保全国两会胜利召开，5月
14日上午，由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邢元刚带队，对机场集团公司驱
鸟猎枪开展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检查了场务部净空科
猎枪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实地
查看了枪弹库安全管理、弹药消耗
登记、驱鸟猎枪安全管理等相关工
作情况，对外出作业枪支进行了现
场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
改要求，并限期改正。检查结束后，
邢元刚副局长针对如何加强猎枪管
理，做好两会安保工作提出要求。

邢元刚副局长强调，枪弹管理
来不得半点马虎，单位一定要高度
重视两会安保工作，采取超常规措
施，确保各类安全稳定。要严格落
实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要加强对用
枪人员的安全管理教育，防止内部
发生问题。 徐广学

公安分局检查猎枪安全管理工作

全国“两会”期间，为进一步确
保货运安全，机场分局加强进京货
邮监管力度，多次通过查阅资料、查
看台账、现场访问等形式对货运安检
和安保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对
如何做好安保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进
京航班停运危险品运输，采取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的工作措施，加大对货
邮等普货检查力度。二是严格证件
查验，严防无证人员和证件不符人
员进入隔离区。三是进一步强化对
现场执勤情况的管控，对过检物品
的X光机图像进行不低于10％的复
查。四是严格落实货物安检申报制
度，加大开箱包检查力度，对含有液

态粉末物品、化工、电子仪表类物品
以及存有疑问的物品一律开包检查，
坚决防止易燃易爆、危险违禁物品被
带上飞机，坚决完成将危险人、危险
品防在外面、查堵在地面”的目标,
确保机场不出现任何问题。 陈欣

分局加强“两会”期间进京货邮监管力度

为保障机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
消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机场交
警大队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部署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摩托车、三轮车、
“小目标”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整治活动，通过在人员上
下班违章现象较多的路段设卡查处，
把问题消除在起步阶段，避免发生较
大以上交通事故，全力维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整治期间，大队领导依据进出
港航班时间，每天组织进行信息研
判，值班民警根据大队值班领导的
指令，带领辅警在重点路段设卡查
处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大队共出
动警力52人次，警车11台次，共查

处违法摩托车驾驶人员6人，对未按
规定悬挂号牌的6辆摩托车采取扣
留车辆强制措施，教育警告“小目
标”7人（台）次。

通过持续整治，营造了严查、严
处、严打的声势，大大震慑了违法行为
的发生。在下一步的整治工作当中，
机场交警大队仍将把“小目标”和摩托
车违法、“一盔一带”、酒驾醉驾、涉牌
涉证作为重点打击查处对象，根据航
班时间，科学摸排违法车辆进出路段，
实施精准打击，确保辖区道路通行安
全、规范、畅通。 王忠涛

开展交通违法整治 守护空港昼夜平安

为确保全国“两会”期间机场辖区
治安稳定,分局特巡警反恐大队严格
按照分局2020年公安工作会议、纪律
作风专项教育整治动员部署会议和各
级关于“ 两会”安保工作的部署要求，
精心组织，全力以赴，扎实推进各项安
保工作，密织了一道维护辖区治安稳
定的防护网。

一是严格按照一级勤务模式开展
巡防工作，加大巡逻和检查的频次，提
高显性用警，特别是加强重点时段和
重点地段的巡逻管控，确保辖区治安
稳定；二是强调情报引领，巡逻执勤警
力按照指挥中心的指令和各级的研判
预警信息科学用警、精准打击；三是将

“两会”安保工作与当前防疫工作有机

结合，扎实做好重点地区来烟旅客的
摸排和统计工作；四是积极组织队员
们利用勤务间隙开展警体训练，强化
身体素质，提高应急处突能力；五是加
强内务管理，加强警用装备的维护和
管理，对警用车辆及时清洗消毒，展示
机场特巡警的良好形象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 浦大凯

内强素质外练精功——特巡警反恐大队扎实推进“两会”安保工作

5月25日，乘机前往太原上大
学的旅客柳先生将一面印有“温暖
人心空乘天使 拾金不昧服务典范”
的锦旗送至候机楼派出所，感谢民
警全心全力为民排忧解难。

柳先生说，事情发生在2019年
9月，当时他在烟台机场乘机前往太
原上大学，正在等待登机时，他听到
机场广播呼叫自己的名字，让他到
候机楼派出所。随后柳先生又接到
候机楼派出所民警打过来的电话，
询问他钱包内证件情况。柳先生这
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急忙
赶到候机楼派出所，民警在核实无
误后将钱包归还给他，钱包内的证

件和现金悉数都在。原来，他的钱
包是在过安检后不慎滑落的，被物
业人员捡到后交至候机楼派出所。

柳先生表示，包内现金虽然不
多，但里面的证件非常重要，一旦丢
失不仅隐患极大，而且补办不知道
要有多少奔波，非常麻烦。这次，终
于又有机会来到烟台机场送上锦
旗，对机场工作人员和候机楼派出
所民警认真负责、忠诚为民的精神
深表谢意。

民警对柳先生时隔半年之久仍
念念不忘这件小事的行为表示感
谢，感谢柳先生对派出所工作的支
持与肯定。 宋来宇

候机楼派出所收到一面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