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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省教育整顿第六指导
组公安专班负责人于晓睿带队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到分局指导教育整
顿工作。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
明，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部分在
家党委委员参加活动。

指导组首先来到候机楼派出

所，实地查看资料台账，了解“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情况。随后
在分局举行座谈会议，听取了分局
教育整顿工作情况汇报，重点围绕
案件线索核查、顽瘴痼疾专项整治、

“为民办实事”进行座谈交流，详细
查阅了分局教育整顿台账资料，对
分局教育整顿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于晓睿指出，当前教育查纠整
改进入了攻坚期，要以更高的站位、
更实的举措、更硬的作风开展各项
工作，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要做
到“当下治”和“长久立”有机结合，
开展好建章立制工作，促使整改措
施制度化、整改成果长效化。要把

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教育整顿成
效的标尺，持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效让群众感受到分局教育整顿
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要加快工作
进度，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
进，坚持教育整顿、安保维稳等各项
工作同向发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100周年。

秦韶明表示，分局党委将以此
次省督导组下沉指导为契机，认真
贯彻省厅、市局部署要求，在压紧压
实责任、深化查纠整改、狠抓建章立
制、为民办实事上持续发力，坚决完
成教育整顿政治任务。 耿国玉

省教育整顿第六指导组
莅临机场分局指导工作

6月10日，分局召开教育整顿
专题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有关
会议精神，对下步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推进。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秦韶
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分局党委委员、
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于龙同志通报了6月9日
省教育整顿第六指导组到分局指导
检查情况；秦韶明同志集中传达了
陈一新同志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西
北片区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刘家义同志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和省教育整顿办有关文件精神。

就贯彻讲话精神，抓好教育整
顿工作，秦韶明同志强调，当前查纠
整改阶段是教育整顿工作的重中之
重，分局要继续保持最高的政治站
位，做到思想上不松懈，工作上不松

劲。一是要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工
作；二是要弘扬英模榜样力量；三是
深入推进顽瘴痼疾整治工作；四是
要继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五是要抓好建章立制工作；六是
要抓好统筹结合，切实把开展好教
育整顿同抓好建党100周年安保维
稳、党史学习教育、端午小长假安保
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以优异成绩
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耿国玉

机场分局召开
教育整顿专题党委扩大会议

按照教育整顿工作要求，6月
10日，分局召开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宣讲会议，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秦韶明，党委副书记、政委于龙分
别进行宣讲，分局党委委员、各部门
负责人、民警及辅警代表参加宣讲
会议。

会上，于龙同志围绕“三个规
定”的出台背景、重要意义、适用范
围、违规情形及责任追究等方面给
大家作了深度解读，结合具体案例，
分析了违反“三个规定”的原因，并
对全面执行“三个规定”提出了具体

要求。
秦韶明同志强调，严格执行“三

个规定”是政治责任、法定要求、履
职保障，必须从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高度，以理论的清醒、理念的转变、
站位的提升，持续增强严格执行“三
个规定”的实际成效，切实将“严”的
主基调贯彻到“三个规定”落实全过
程，营造分局践行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的浓厚氛围。 耿国玉

分局召开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宣讲会议

6月18日下午，市局二级高级
警长李宗海带队到分局宣讲防止干
预司法“三个规定”，对顽瘴痼疾整
治工作进行督导,分局在家党委班
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及民警代表
参加会议。

李宗海从“三个规定”的出台背
景、重要意义、适用范围、违规情形
及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讲解，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违反

“三个规定”的原因，并强调，要加强
政策教育宣传，深入开展“三个规
定”再学习、再宣传活动，把“三个规
定”纳入党委理论学习、政治轮训、
业务培训，确保全员覆盖、全体受
训，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准确掌握政策界限。要建
立年度报告制度，把贯彻落实“三个
规定”作为领导干部和党员民警在民

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述职述廉会
上汇报的重要内容，纳入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作为争先评优和晋职晋级
的重要依据。要推动强制记录填报，
对干预司法活动，按规定全面、如实
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要
完善追责保护机制，主动接受群众信
访投诉举报，对不实“零记录”“零查
处”“零报告”问题，及时开展专项检
查和重点督办。要广泛开展社会宣
传，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三个
规定”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政策的
知晓率，教育引导广大民警提高思想
认识，准确掌握政策界限，牢牢守住
底线红线。要继续深入推进顽瘴痼
疾整治工作，认清顽瘴痼疾整治的严
峻形势，加力整治“有案不立、压案不
查、有罪不究”“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
和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

活动”“干警违规参股借贷”问题。
下一步，机场分局将把严格执

行“三个规定”作为是否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重要标尺，一要加强政策教
育宣传，二要建立年度报告制度，三
要推动强制记录填报，四要广泛开
展社会宣传，为进一步营造风清气
正的司法生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而不懈努力。 耿国玉

市局教育整顿督导组到分局开展教育整顿专题宣讲

为推动分局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6月10日，
分局组织党员集中观看党史影片
《红旗漫卷西风》，激励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红旗漫卷西风》是展现中国工
农红军波澜壮阔长征历史画卷的中
共党史题材文献纪录片，影片通过
视频资料、革命遗址拍摄、老红军后
人访谈等形式，讲述中国工农红军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
一个个感人的革命故事，生动再现
了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不畏艰险的鲜活形象，展现
了红军战士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
顽强意志。

通过观看影片，广大党员对红
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体会，被革命先辈们舍生忘死
铸就的长征精神感动震撼。大家纷
纷表示，要以此次观影活动为契机，
结合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用长征精神激励自己、鞭
策自己、武装自己，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和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分局各
项工作中，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耿国玉

机场分局组织
集中收看《红旗漫卷西风》

为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民警警务
实战技能和规范执法能力，全力保
障建党 100 周年安保任务圆满完
成，6月17日，市局警务实战教官组
一行7人到机场分局开展实战技能
送教一线活动，机场分局民警、辅警
8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开训动员会上，党委委员、政
工室主任王正林对烟台市局教官
团一行到机场分局开展送教活动
表示欢迎，要求全体民警辅警要把
此次送教活动作为提升自身能力
的一次难得机遇，珍惜机会，认真
听课，学有所获，并以此次送教活
动为契机，把学到的新理念、新技
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把执法规
范化建设和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
到一个新的台阶。

送教过程中，市局教官组根据
烟台机场执法环境实际，从民警日
常工作中最急需、最实用的警务技
能出发，以省厅《公安民警现场规范
执法实战化训练教学指引》为蓝本，
采取红蓝对抗分组施训、情况诱导、
集中点评等形式，反复讲解、认真施
教。先后围绕执法语言规范、规范
化出警流程与警情引导、人员和车
辆盘查技战法、小规模聚集群体性

事件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
整个送教过程，重点突出强化

语言控制、动作技能和处置流程等
科目训练，内容丰富、贴合实战、形
式新颖，使全体民警辅警进一步夯
实规范执法基础，有效填补执法短
板，提升了实战技能水平，达到了解
疑释惑、以训促战的目的，为做好建
党100周年各项安保维稳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贾琳

市局教官组到分局开展实战技能送教一线活动

为切实做好建党100周年安保
工作，进一步加强辖区治安管控，根
据市局部署要求，机场分局制定了
清查活动方案，并于6月17日至19
日，在辖区开展治安集中清查统一
行动。

清查活动由治安大队牵头，交
警大队、空防大队、特巡警大队、候

机楼派出所等部门共同参与，重点
检查辖区安全生产、九小场所消防
监督、“黄赌毒”违法犯罪等。同时，
在候机楼高架桥上设置治安卡点，
重点针对酒驾、涉牌涉证、面包车超
员、车辆年检、违禁物品等问题进行
清查。

杜文峰

机场分局组织开展治安清查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切实做好建党100周年安
保决战决胜阶段工作，6月20日下
午，交警大队组织辖区物业、保洁、
绿化等单位负责人开展交通安全警
示教育。

活动中，交警大队通报了近期
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道路交通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情况，重点
强调了安全驾驶注意事项，提醒各
单位要认清当前形势，切实提高认
识，吸取安全事故教训，克服侥幸麻
痹心理，全力配合分局做好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要切实落实交通安全
主体责任，对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要求，及时开展自查，把事故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从业人员教
育管理，强化人员安全行车意识，切
实管好所属人员，坚决杜绝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下步，交警大队将加大辖区道
路交通隐患排查力度，加大交通巡
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切实杜绝事故隐患，确保辖区道
路安全畅通。

贺金刚

交警大队组织辖区企业
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烟台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温馨
提示您，请您不要违规干预过问案
件，不要托情打招呼、插手案件办
理，不要私下约见办案人员……”这
是机场分局民警手机刚刚设定的专
属彩铃。

为扎实推进公安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确保顽瘴痼疾整治效果，提高
社会公众对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的知晓度，筑牢干警思想防范壁

垒，近日，机场分局为分局每位民警
的手机定制了“三个规定”专属手机
彩铃，通过彩铃的形式将防止干预
司法“三个规定”的内容传递给社会
公众，营造浓厚社会监督氛围，同时
提醒公安干警严守底线红线意识，
廉洁自律、公正执法，主动接受人民
群众监督，更好地发挥“三个规定”
的“警示器”“防火墙”“高压线”作
用。 于沛欣

分局开通防止司法干预
“三个规定”专属手机彩铃

近日，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候机
楼派出所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予以宣
判：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六千元。

该案由蓬莱市供电公司员工于
2020年3月8日向候机楼派出所报
案，称本公司承包烟台机场二期供电
线路的整体搬迁工作，准备施工时发
现位于烟台机场华鼎新能源汽车南
侧水渠旁的四个电缆井内的长约70
米的电缆线被人为破坏并盗走。

接到报案后，分局高度重视，抽
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面开展

侦破工作。由于该电缆工程已经3
个多月未巡检，又经过春节假期和疫
情管控，作案时间难以确定，并且经历
多次雨雪天气，现场破坏严重，破案线
索较少，侦查工作面临较大困难。

专案组迅速调整思路，再次勘
查现场并扩大现场搜索范围，经过
三天的扎实工作，终于发现关键证
据，确定了具体作案时间和作案使
用的交通工具特征，找到了案件的
重要突破口。

专案组根据发现的重要线索，
经过重重研判，将该起案件与2016
年机场员工摩托车被盗案串并侦

查，最终确定刘某有重大嫌疑，直奔
刘某家中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现场发现了作案使用的三轮摩托车
和被盗电缆，将两起案件全部脏物、
作案工具一举起获。在确凿证据面
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如实供述了两
起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
席，犯罪嫌疑人刘某相隔四年，两次
在机场作案，最终被机场分局民警
擒获归案，此案的成功侦破为受害
人挽回了经济损失，有力的维护了
机场辖区治安秩序，为机场发展创
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宋来宇

开发区法院宣判一起候机楼派出所办理的刑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