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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市局教育整顿第六
巡回指导组组长、党委委员、副局
长、警校党委书记李伟出席机场分
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并讲话，机场
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作动员
讲话，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宣
读分局教育整顿方案。分局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周传江主持会议。

李伟同志指出，开展“坚持政治
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是深
入贯彻党在新时代建警治警方针的
重要举措，是锻造公安铁军、履行新
时代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是解决
突出问题、纯洁公安队伍的迫切需
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机场分局
党委对开展教育整顿高度重视，及
时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研究
细化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为教育整

顿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李伟同志强调，此次教育整顿

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全局性、针对
性，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
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铸
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要按照公
安部、省厅和市局党委部署要求，把
准吃透上级精神，不划阶段、不分环
节，把学习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建章立制贯穿全过程，以严实的
标准、有力的举措确保教育整顿高
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
实。要创新方式方法，丰富载体内
容，突出亮点特色，做精自选动作，
努力推出更多管方向、治根本、谋全
局的新形式、新举措、新机制。要加
强组织领导，将教育整顿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
组织、扎实推进。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挂帅、靠
前指挥，其他班子成员抓好“一岗双
责”，形成上行下效、层层推动的良
好局面。要坚持统筹兼顾，把教育
整顿同推进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
来，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实把教育
整顿焕发出来的热情和动力，转化
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推动
基层教育整顿动起来、热起来。要
力戒形式主义，综合考虑教育整顿
载体和方式，减少繁文缛节，减轻基
层负担，以好的作风确保教育整顿
取得好的效果。

秦韶明同志指出，要从政治的、
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公安部、省厅、市局部署要求
上来，把教育整顿活动作为一项严
肃的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好、开
展好。要紧扣“五个更加”的工作目

标，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检视问题，
精准施策，努力取得最大效果。要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统筹兼顾、搞好结合，强化领
导、以上率下，确保教育整顿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市局第六巡回指导组成员任

超、机场分局全体党委班子成员、各
单位负责人、全体民警辅警及事业
编人员参加会议。 贾琳

机场公安分局召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
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

8月28日，机场分局在机场集团
公司篮球场举行2020年度新聘辅警
入队训练暨特巡警大队辅警复训会
操。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国栋，
开发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韩郑峰、副主任汪洋，分局在家党委
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特巡警大
队全体民警、分局全体辅警现场观摩
会操。

上午9时30分，参加会操的队
员们头顶烈日，整齐列队，精神饱满，
警容严整，斗志昂扬。带队教官向分
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报告，正式
开始会操演练。

此次会操分为队列、擒敌拳、警
棍盾牌操、徒手拦阻队形、盘查处突
五个科目。在指挥员的指令下，会操

项目有条不紊，按计划逐步实施。参
演辅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按照训
练内容开展会操演练，充分展示出新
聘辅警入队训练和特巡警大队辅警
复训成果。

会操演练项目结束后，于龙政委
做了会操讲评。于龙政委充分肯定
了全封闭式警务训练取得的实效，代
表分局党委对开发区分局巡警大队
教官团队在训练中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并对下一步分局辅警队伍的建
设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机场集团公司王国栋副总经理，
代表集团公司做了点评讲话，对机场
公安分局在护航机场平安发展方面
提出希望和要求。

最后，在雄壮的《人民公安向前

进》警歌声中，会操圆满完成。
此次集训是分局首次将新聘辅

警委托兄弟单位进行全封闭式警务
训练，是落实分局党委加强和改革辅
警工作的一项关键举措，对分局辅警
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
聘辅警和特巡辅警在30天的高强度
训练中，克服高温、战胜酷暑，始终保
持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练出了
风格，练出了水平，公安业务能力和警
察技战术水平快速提升，警察意识和警
容风纪初步养成，为做好机场安保执勤
和辅助执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下
一步，分局将继续坚持严管严训方针，
下大力气抓好辅警队伍建设管理，倾力
打造一支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的常备化应急处突力量。 孙晓传

机场分局组织2020年度新聘辅警入队训练
暨特巡警大队辅警复训会操

8月13日起，韩国仁川-烟台
国际航班复飞，按计划每周一班，
按照分局国际航班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会精神和方案要求，各部门立
即行动、迅速落实，与机场集团公
司、边检、海关等单位积极配合，落
实落细严防国际航班疫情输入各
项措施。13日下午，分局党委书
记、局长秦韶明及分管局领导到现
场督导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13:35 RS831航班落地，保障
工作紧锣密鼓展开，各部门按照责
任分工，以“战备”状态，全力做好
疫情防范处置工作，联防联控、严
格有序，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开展入
境航班人员分流等工作，维持好现

场秩序，坚持“定人、定岗、定责”，
严格、文明、规范执法。同时，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确保内部绝对
安全。经过近3个小时的紧张工
作，保障任务各环节有序开展，未
发生涉疫警情，顺利完成RS831航
班145名旅客的分流保障任务。

贾琳

公安分局全面做好国际航班疫情防控工作

8月25日下午，机场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组织赃款发还仪式，对近
期破获的“7.25牟某某被诈骗案”
追回赃款进行现场发还。

在发还现场，领取返还款项的
受害群众牟某某对公安机关表示
感谢，并称赞公安机关破案神速，
为其挽回了全部损失，切实做到了
为人民服务。牟某某的儿子杨某
某表示今后将不再迷恋网络游戏，
一定要好好学习。

本次发还仪式展现了公安机

关打击违法犯罪的决心，增强了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增进了
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信
任。 尹培毓

分局组织赃款发还仪式

为躲避监控、逃避处罚，近日，两
名“聪明的驾驶员”驾驶故意遮挡了
号牌的车辆由烟台机场高架桥入口
处驶入机场，并迅速消失在了二期施
工工地。这两位“聪明人”自以为万
无一失，然而，他们的严重违法举动，
被卡口电警清晰锁定。

机场交警大队迅速成立研判小
组，通过卡口电警抓拍的2辆涉嫌故
意遮挡号牌的车辆特征、行驶轨迹等
连夜进行图片搜索、视频追踪。通过
向分局和支队研判专家请教，经过上

万条的数据图片比对，2辆涉嫌故意
遮挡号牌的车辆分别于次日上午和
下午“现出原形”。根据法律规定，故
意遮挡号牌将被面临驾驶证记12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人所持
有的A证或B证还将被降级。

车辆号牌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
号码，是有效识别标志，遮挡号牌就
是“掩耳盗铃”，在大数据时代注定无
所遁形。机场交警大队将对辖区内
的任何交通违法行为说“不”，竭尽全
力捍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权威，

全力确保机场辖区道路交通有序、安
全、畅通。 王忠涛

机场交警精准分析研判 遮挡号牌车辆无处遁形 为进一步增强民警应急处突
能力，提高实战反应速度，有效防
范各类风险，保障过往旅客生命财
产安全，8月21日，机场公安分局
候机楼派出所在航站楼组织开展
了刀斧砍杀应急处置演练。

演练中，两名成年男子模拟歹
徒进入机场到达大厅，手持刀斧砍
杀旅客，两名旅客受伤倒地。接到
警情后，候机楼派出所立即启动刀
斧砍杀应急处置预案，民警携带单
警装备、钢叉、盾牌等，迅速赶赴现
场。到达现场后，两个战斗小组运
用盾牌、警棍等警械将两名歹徒隔
开，分别进行控制抓捕，经过短暂
对抗，当场击毙歹徒一名，制服歹
徒一名。

演练任务结束后，候机楼派出

所立即召开总结会议，会议认为带
班领导指挥有序，参演人员精神饱
满、反应迅速、配合密切，较好地完
成了警情处置。派出所通过总结经
验、查找不足，巩固提升实战演练成
果，为今后实战中更迅速、更妥善地
处置应急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田世锋

候机楼派出所开展刀斧砍杀处置演练

八月的秋日，时而狂风骤雨，电
闪雷鸣；时而艳阳高照，炎热难耐。
在这多彩的秋天，烟台机场客流大
增，各种情况也随之多发。面对车
流量的不断增加，机场交警大队在
紧盯路面，在全力以赴做好疏堵、保
畅、保平安出行工作的同时，竭尽所
能帮助有困难的旅客，救助身体不适
的旅客。

每天，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措
施，旅客进入候机大厅时要出示健康
码，部分外地旅客、年龄大的老人因
对手机操作流程不熟悉，对出行带来
了困扰。见此囧境，在路面执勤的交
警人员总是有求必应，一方面做好交
通指挥疏导工作，一方面热情地帮助
每一位求助的群众扫码进楼，力求让
每一位旅客都出行无阻。

8月11日下午，一男子邵某向警
察求助，称其在机场打车至304国道
入口处，不慎将两盒茶叶遗落在出租
车上。民警根据其提供的上下车时
间，迅速查看监控，但未获得有价值
线索。民警分析，该出租车司机此次
车程不远，很可能回到机场待租。民
警又随即从待租出租车入手查找。
最终找到遗失在车上的茶叶并归还
邵某。

8月14日中午，一位中年男子
因天气炎热，导致“羊癫疯”发作，交
警大队路面执勤的两位人员面对险
情临危不乱，一个人负责指挥疏导车
辆和疏散围观群众，一个人拨打急救
电话并采取按人中等急救措施，在随
后赶到的机场医护人员紧急救助下
使得病人转危为安。

……
好人好事每天都在发生，情节虽

有不同，内容看似平凡，但机场交警
大队一件件助人为乐的举动，擦亮了
机场“文明窗口”的金字招牌，赢得了
群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和赞扬，在烟
台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做出平凡而
有力的贡献。 王忠涛

服务群众竭尽所能 临危不乱彰显本色

8月28日9点20分许，机场出
发层值班交警向候机楼派出所报
警称：“在机场航站楼4号门外的
高架桥边有一年轻女子想跳桥，请
求处警”。

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在与
该女子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其情绪
很不稳定，无论怎么问她，她都是
回答“有人在看着她”，难以正常沟
通，初步判断有精神疾患。与该女
子同行的还有另外一男一女两个
中年人，自称是该女子的父母。民
警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向其父母
询问相关信息。为防止意外事件

的发生，减小对路面交通秩序的影
响，民警将三人带至候机楼派出所
进一步协调处理。

经查，年轻女子叫李某文（24
岁，黑龙江人），同行的两个中年人
确实是其父母。父亲李某月介绍，
其女儿李某文患有抑郁症，计划当
天下午坐飞机一起回东北老家，没
想到上午刚来机场，李某文的旧病
复发。了解情况后，民警建议李某
月先带女儿去医院看病，李某月表
示认可。随后，李某月等三人一起
打出租车离开了机场。

田世锋 王亚东

派出所救助一名精神异常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