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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上午，机场分局召开
2021年机场公安工作会议，深入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公安厅局长
会议精神，总结工作，表彰先进，分
析研究形势，安排部署2021年公安
工作。市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警校
党委书记李伟，机场集团公司总经
理史广存、副总经理王国栋出席会
议。李伟副局长、史广存总经理讲
话，机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
代表分局党委作了工作报告，党委
副书记、政委于龙主持会议。

李伟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机场公安为烟台民航发展做出的贡
献，对一年来机场分局取得的优异
成绩表示祝贺，向机场集团公司长
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并对做好下步工作提出四
点要求，一要着力铸牢对党忠诚的
政治灵魂，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狠抓
政治建警，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

对领导，永葆公安机关忠诚本色；二
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推进安保
工作落实，牢记使命担当，紧扣主责
主业，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安保
工作落实，坚决捍卫政治安全；三要

着力在深化机场平安建设上创新发
展，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
维，务实工作举措，坚决防止公共安
全事故和案事件发生；四要着力在

打造过硬公安队伍上走在前列，全
面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向纵深发展，着力锻造一支让党
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
过硬公安铁军。

史广存总经理在讲话中指出，
过去一年，机场分局紧紧围绕机场
发展大局，以“平安民航”建设为载
体，履职尽责，扎实工作，确保了机
场空防安全和辖区治安秩序平稳，
旅客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2021
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机场
公安肩负的保障任务更加繁重艰
巨，就开展好全年公安工作提出三
点意见：一是要切实增强维护稳定
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维护机场运行
安全有序，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机场；二是要为建党一百周年创
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强
化责任担当、弘扬实干精神，扎实做
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三是要切实增强空防安全
和公安保卫工作的责任担当，要始
终把维护安全作为第一要务，持续
开展“平安民航”建设，不断夯实安
全基础。

秦韶明局长代表机场分局党委
作了题为《强化政治建警 聚力守正
创新 担当时代使命不断推动烟台机
场公安工作行稳致远》的工作报告，

回顾总结了去年以来的工作，深刻
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新
阶段机场公安工作“一二二四四”总
体思路，全面谋划推进机场公安事
业高质量发展，为建党100周年创造
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秦韶明局长强调，要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
导向，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
绝对领导、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这一总要求，创建现代化的机
场警务、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机
场。要坚持以建党100周年重大安
保活动为总纲，守牢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机场辖区平安稳定两条底线，
依托夯实安全发展基础、提升队伍
战斗力两大载体，完善科技强警体
系，实现基础建设新提升；完善安全
防控体系，实现监管能力新提升；完
善应急处突体系，实现反恐维稳能
力新提升；完善政治建警体系，实现
核心战斗力新提升。

会议表彰了2020年度分局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机场分局全体党
委成员、民警、事业编干部及辅警参
加会议。

刘国杰 李巍志

机场分局召开2021年机场公安工作会议

3 月 16 日，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警校党委书记李伟带
领督导组一行到烟台机场督导检
查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

督导组听取了机场分局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深入现场，实地检查了枪弹库、重

点要害部位、“九小场所”消防安全
监管、不停航施工管理等情况，详
细查看了机场护卫保障部消防装
备、控制区围界以及视频监控布设
等情况。

李伟副局长强调，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形势，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思想，扎实开展好安
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要大力弘扬“严细实”工作作风，
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层层
传导压力，推动全体人员明责、履
责、担责、尽责，坚决把各项部署
要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突
出工作重点，加大危爆物品、枪支
弹药、油气管线、“九小场所”、道
路交通、通行证件等行业领域隐
患排查力度，全方位、全领域、全
天候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要强化
督导检查，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日
上报”“周调度”“月通报”制度，及
时上报工作情况，对管辖重点企
业、重点单位开展明查暗访，采取
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国栋，机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秦韶明，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党
委委员、副局长邢元刚陪同活动。

刘国杰李巍志

市公安局领导到机场
督导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公安队伍教育整
顿活动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扎实开展，主动问计于民，自觉接
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3月
22日，机场分局聘任14名党风政风
警风监督员并组织召开座谈会。省
人大代表、机场集团公司相关单位负
责人、部分驻场单位负责人应邀到
会，听取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情况汇
报，提出意见建议。机场分局党委书
记、局长秦韶明主持会议，机场分局
全体党委班子成员参加座谈会。

秦韶明局长代表分局党委向各
位监督员通报了2020年分局公安工
作情况和2021年工作思路，介绍了
此次座谈会的召开背景和重要意
义。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国栋
指出，2020年机场分局在疫情防控、
机场二期建设等方面，主动、靠前、
担当，实现了软件硬件新提升，分局
信息化建设、全警素质能力、重大任

务完成上均有质的发展，为机场建
设发展提供了坚强稳定的安全环
境。会上，各位监督员积极献言献
策，针对聚焦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服
务意识、构建空防协作机制等方面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秦韶明局长对各位党风政风警
风监督员对机场公安工作的支持表
示感谢，下一步将认真梳理收集到
的意见建议，立项分解、即知即改，
持续推动机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
展。 贾琳

机场分局召开
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座谈会

3月8日下午，市局监所管理
支队副支队长王明兴一行两人到
机场分局督导检查全国“两会”安
保维稳工作。机场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秦韶明，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周传江陪同活动。

期间，督导组听取了机场分局
全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开展情
况的介绍，通过实地检查、查看文

件、组织座谈、检查台账等方式开
展督导检查。督导组指出，机场分
局紧紧围绕市局部署要求，局党委
高度重视，超前谋划部署，预案台
账严密精细，工作措施扎实有效，
安保责任层层压实，各项工作成效
明显。

督导组强调，一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
任，勇于担当，狠抓落实，完善处置
预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二要突出工作重点，
将“两会”安保工作与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活动紧密结合，做到安保维
稳同安全检查、整改落实同步推
进，全力保障机场治安大局持续安
全稳定；三要严格队伍管理，要坚
持刀刃向内，严格执行战时纪律，

严格队伍教育管理，全力抓紧抓实
抓细各项安保维稳工作。

秦韶明局长指出，全国“两会”
安保维稳工作启动以来，机场分局
紧紧围绕“六个坚决防止”“三个不
出事”工作目标，按照省厅、市局统
一部署，细化方案预案，强化风险
研判，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下
步，机场分局将根据督导组要求，
在前期扎实开展安保维稳工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
警全力推进维护政治安全、公共安
全隐患排查、通道查控查验、严打
各类违法犯罪、社会面整体防控、
疫情防控、队伍管理等重点工作，
坚决打赢全国“两会”安保维稳这
场硬仗。

刘国杰李巍志

市公安局督导组到机场
督导检查全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

3月 19日上午，分局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暨书记讲主
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
厅党委、市局党委部署要求，对分局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秦韶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主持
会议。

秦韶明同志指出，在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
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政治能力的重
要方式，是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履职
为民的重要课题，是发扬优良传统、
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

秦韶明同志强调，要聚焦重点、

明确目标，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一是要坚持学史明理，感悟
思想伟力，从源头上补足精神之钙、
夯实信仰之基、涵养忠诚之气。二是
要坚持学史增信，增强历史自信，深
刻领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具体寓意。三是要坚持学史崇
德，传承奋斗精神，激发民警辅警党
员履职担当、奋发超越的热情，不断
增强广大民警辅警党员攻坚克难、开
拓进取的拼搏精神。四是要坚持学
史力行，务实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十四五”期间开好局、起好步
的强大动力。

秦韶明同志要求，分局要强化领
导、守正创新，加强组织领导，彰显机
场公安特色，营造浓厚氛围，确保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有声势、有特色、有
成效，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于龙同志就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进行强调，一要迅速将这次会议精神
传达到全体党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分局党委的部署上来，掀起党
史学习的热潮；二要用心谋划部署，
对教育整顿开展监督检查；三要把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与教育整顿、当前各
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引导
分局全体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奋力推动烟台
机场公安事业高质量发展。耿国玉

机场分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部署会议暨书记讲主题党课

3月 9日上午，分局召开教育
整顿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公安部、省厅、市局教育整顿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对分局教育整顿进
行动员部署。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秦韶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分局党委
副书记、政委于龙主持会议。

秦韶明同志指出，开展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对加强政法
队伍建设发出的动员令，是一场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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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心所指、警心所系、民心

所向。
秦韶明同志强调，要聚焦主

题、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紧扣学习
教育、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
节，以最严政治标准抓实教育整顿
重点任务，一是学习教育要“深”，
二是查纠整改要“准”，三是总结提
升要“实”，切实把这件具有很强政
治性、全局性、针对性的大事抓紧
抓实抓出成效。

秦韶明同志指出，教育整顿能
否取得实效，关键在领导，关键在
落实。分局要加强领导、周密安
排，精心组织、统筹推进，一是组织
领导要坚强有力，二是督导指导要
精准高效，三是谋划推进要统筹兼

顾，将教育整顿贯穿分局公安工作
和队伍建设始终，以实际行动检验
教育整顿成效，确保教育整顿工作
有声势、有特色、有成效。

于龙同志就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进行强调，一要迅速将这次会议
精神传达到全体民警辅警和事业
编干部；二要用心谋划部署，对教
育整顿开展监督检查；三要把开展
教育整顿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把政治建警全面从严
治警贯穿分局工作和队伍建设全
过程，以一流的精神状态、一流的
工作标准、一流的纪律作风推动机
场公安事业再上新台阶。

耿国玉

分局召开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