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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按照白城市公安局
党委关于深入推进交巡合一改革工作的总
体部署要求，交警支队高度重视，强力推进
交巡合一改革工作，有效搭建起了立体化、
信息化、常态化的治安管控新格局，社会治
安形势得到明显改善。 自 6 月 10 日运行
以来，市区共接处各类警情 602 起，同比
去年 868起下降 30.65%，其中刑事和治安
警情同比去年下降了 70.81%；交通事故警
情同比去年下降了 6.96% ； 利用交管
12123平台处理简易道路交通事故 54 起；
此期间，市区抢劫、抢夺、聚众斗殴、故意伤
害和寻衅滋事等类刑事案件实现了零发
案； 治安案件发案 242 起， 同比去年 292
起下降 17.12%。 4个交巡大队共现场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381 起， 行政拘留 8
人，刑事拘留 3人；为群众办理各项便民服
务业务 6090笔。

狠抓运行保障工作。抓实岗前培训，组
织交巡民警和辅警开展了接处警、 枪支警
械使用管理、规范化执法执勤、重大警情处
置、简易交通事故处理、便民事项办理等方
面的业务培训， 让广大民警和辅警尽快熟
悉相关业务内容，掌握工作技能。抓实机制
创新，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警
务室内务管理规定、 警务室工作人员行为
规范、枪支管理制度、勤务管理规定、学习
教育制度、 车辆管理制度、 警情研判制度
等， 组织所有民警签写了枪支使用管理责
任书。抓实考核考评，根据勤务工作内容和
运行情况， 科学制定了交巡合一工作考评
办法，以警务室为单位，进行日考核、周评
比、月通报和年终总评。

狠抓巡逻勤务工作。 开展全时空动态
的巡逻防控，对突发警情实施快速反应，高
效处置，社会治安防范能力显著增强。强化
全时段巡逻，开展全天 24 小时巡逻防控。
为确保巡逻效果， 要求每个警务室的巡逻

警车全程开启警灯， 每小时在辖区内重点
部位和路段巡逻一次， 支队指挥中心值班
人员分早、午、晚三次，利用警车 GPS，对
巡逻人员和车辆进行调度； 强化重点部位
防控，在学校、幼儿园上放学时段，党政机
关、医院、车站、广场、商业区等重点部位安
排警力开展定点执勤巡逻； 强化快速高效
处置，市区 9个警务室巡防工作互相依托，
整体联动，处置一起治安警情，相邻三组巡
逻人员同时到达，确保反应更迅速，处警更
高效，实现了“1、3、5”分钟快速处警的要
求。

狠抓日常管控勤务工作。科学布警，显
性用警，从严从快管控社会面交通、治安秩
序，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大幅提升，工作效
果充分显现。组织高峰疏导管控，在早、午、
晚高峰时段， 各交巡警大队根据辖区道路
交通和治安管控实际，在市区共确定 78处
重点路口、23 处中小学、 幼儿园门前作为
重点，全员上岗开展交通指挥疏导，及时处
理各类突发交通、治安警情。开展常态纠违
治乱，平峰时段，各个交巡警大队警务室由
警长组织， 带领民警、 辅警分成 2 组共计
18 组警力在市区重点路口、路段开展交通
违法行为查处工作，使用交管 12123 平台
对简易交通事故进行处理， 并依法管控社
会面治安秩序。实施专项打击治理，各个交
巡大队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适时组织开展
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行动和夜检夜查活
动， 严查严治各类重点交通违法和治安突
出问题。 6 月 10 日以来，共组织开展夜检
夜查 29 次、查处酒驾 10 起、醉驾 8 起、无
牌无证 7起、假牌假证 2起、查获无牌摩托
车赛车 4起。

狠抓便民服务勤务工作。 下放事权到
警务室，就近就便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广
大群众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办理便民事项， 经广泛征求意见、 多方论

证，把开具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
出具驾驶人安全驾驶证明、 开展驾驶人审
验教育、开具住宿户籍信息证明、办理新车
6 年内免检合格标志核发和补发检验合格
标志、“互联网＋公安综合服务平台” 等 6
项业务下放到警务室办理， 最大化方便群
众，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及时救助群
众， 把市区 9个警务室打造成为“群众之
家”，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6月 10日以来
提供紧急救助 83次，其中救助喝农药自杀
群众、送往医院 1 起，救助跳楼、跳塔吊轻
生群众 2起。开展常态服务，在服务群众的
同时， 交巡警务室还把服务企事业单位作
为重点，适时组织警力深入学校、社区、企
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
改，提供上门服务。

狠抓指挥调度和督导检查。 支队明确
一名副科级干部负责指挥中心工作， 每天
早、午、晚交通高峰检查主要路口车辆通行
情况和民警辅警执勤状态， 遇有车流集中
通行缓慢及时调度相邻警务区、 调控信号
灯、疏导分流车辆。支队班子成员排班轮流
坐阵指挥中心，与深入警务室检查相结合，
注重发现解决问题，周六周日抽调法制科、
交通科人员检查勤务运行和警力实际到位
情况，发现问题在每周工作例会上点评。

在今后工作中， 市交警支队将进一步
完善交巡合一勤务运行工作， 以强化考核
考评为重要手段，加大执法检查、勤务考核
和业务培训工作力度， 加大队伍管理和教
育工作力度，进一步规范勤务内容、运行模
式和执法便民工作，有效激发队伍活力，提
高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打击、防范、
管控和服务工作效果， 把交巡合一真正打
造成为社会治安的防范工程、 交通管理的
长效工程、服务群众的民生工程，以优异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记者 张赫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8 月 3 日至 6 日，在
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鹤乡白城，历时 4 天
的 2019 中国（吉林）汽车房车穿越集结赛
暨西行漫记活动白城赛段赛事成功举办。
一时间，“穿越集结赛” 将全城的激情点
燃，来自俄罗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江苏等国内外的 164 辆赛车、350 余名赛
手欢聚鹤乡， 尽情领略鹤乡美在天然、贵
在原始的湿地、草原生态风光和独具特色
的蒙元文化，感受鹤乡的豪爽热情与开放
包容。2019中国（吉林）汽车房车穿越集结
赛让鹤乡白城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感谢白城市委、 市政府和广大市民
朋友的积极参与， 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
持！ 感谢全体裁判员、医疗救护人员、公安
干警、志愿者、组委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 感谢各赞助企业、合作单位对赛事的
鼎力支持！ 感谢广大新闻媒体的大力推广
和宣传！ ”8月 7日，2019中国（吉林）汽车
房车穿越集结赛暨西行漫记活动在白城
段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9日，2019中国（吉
林）汽车房车穿越集结赛暨西行漫记活动
组委会向白城市委、市政府发来了一封热
情洋溢的感谢信，向白城对此次赛事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感谢信中他们写到：市安保交通部

门周密部署、有序协调，城管环卫部门提
升标准、清洁环境，医疗救护人员科学设
点、精心呵护，广大志愿者细致周到、热情
服务，各文艺展演团队载歌载舞、增光添
彩，新闻媒体加强引导、宣传推介，为赛事
的成功举办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巨大
贡献。 特别是广大市民朋友，你们以主人
翁的意识，积极响应各项交通要求；以啦
啦队的热情， 主动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
以东道主的姿态，全力配合组委会的各项

工作，给予了我们最多的理解和宽容。 正
是大家的辛劳和汗水、包容和支持，铸就
了“集结赛”白城首秀的精彩和经典。 在
此，我们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
的敬意。

“感谢所有为赛事做出努力的人，感
恩所有真诚奉献的心。 期待草原之约，期
待再次聚首鹤乡！ ”在感谢信的最后，他们
表达了将再次走进白城、欢聚鹤乡,相约
草原的心愿。

/�记者 翟向东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
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提醒市民不要浪费
粮食，近日，白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设
计、 印制了含有“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节约、不剩饭菜、合理点餐”等字
样的形象生动的宣传画以及含有“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文明用餐、
从我做起”等字样的图文并茂的“文明
餐桌 光盘行动”提示桌牌，向城区各餐
饮行业、学校食堂等场所免费发放。

据了解， 此次共印制宣传画2400
张、提示桌牌500个，免费发放给了498
家宾馆、 餐饮店及学校和幼儿园食堂
等，实现了市区所有宾馆客房、餐饮店、
单位食堂宣传画张贴和提示桌牌全覆
盖。 如今走进我市各家餐厅，“文明餐桌
光盘行动”的宣传画和提示桌牌随处可
见，提醒市民文明消费、节约用餐、杜绝
浪费，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文明节
约、勤俭养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自觉。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做好餐

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着力督导餐饮服
务行业做到“食品安全标准规范、证照
公示规范、等级评定公示规范、环境卫
生规范、经营行为规范”。通过开展多角
度、全方位、广覆盖的“文明餐桌 光盘
行动”，营造文明就餐、勤俭节约的餐饮
消费环境和社会氛围，提升餐饮业食品
安全保障和服务质量， 逐步使安全健
康、文明节约的餐饮消费理念变成餐饮
业和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

/�记者 吴冰 报道

白城市公安机关
成功抓获 7·24杀人案件
犯罪嫌疑人

城市晚报白城讯 7月24日，白城市洮北区
金祥乡村民刘某在家中遇害。 案发后，吉林省
公安厅、白城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命
案侦破机制。 省厅调配飞机配合， 全市抽调
1000余名警力进行围捕。 经过专案组参战民警
连续18个昼夜奋战、缜密侦查，于8月10日获取
了犯罪嫌疑人包某在市区某商场的活动轨迹。
交巡警接到指令后2分钟赶到现场将其成功抓
获。 经审讯，包某对其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姜宁 报道

构建治安管控新格局
———白城市公安局交巡合一工作综述

律动鹤乡 感谢有你
———一封来自 2019中国（吉林）汽车房车穿越集结赛暨西行漫记活动组委会的感谢信

文明节约 勤俭养德
白城市市监局扎实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