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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解超、李月仙）连日
来，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道
路限宽限高设施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行动。以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改善道路交通安全通行条件,全力做好疫后
重振、优化营商环境，打通公路运输“大动
脉”、畅通“微循环”，纵深推动事故预防“减
量控大”工作。

行动按照“清理存量、严控增量”“治标
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清理规范公路
限高限宽设施，健全完善法规制度和标准规
范，优化工作流程，保障道路交通安畅，全力

促进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有效遏制和预
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对全市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城市道路上设置的现有限高限宽设施点逐
个梳理排查，摸清底数，明确每个限高限宽
设施设置主体、位置、依据和限高限宽设施
的净高、净宽等，建立工作台账，形成排查整
治清单。同时，对公路上和公路用地范围内
采取堆放泥土、沙石、砖块、水泥构件、水码，
以及修砌水泥墙、水泥礅，安装钢构件等方
式“设置障碍”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及时分类整改清除。对排查已设置限
高设施的，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相关规定要求的，一
律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或予以拆除。四
级以上公路上设置的限宽设施，包括泥土、
沙石、砖块、水泥构件、水码、水泥墙、水泥
礅、钢构件等，一律无条件清除。通过到业
主单位上门告知，指出其行为严重影响交通
安全，送达隐患整改通知书的方式，督促其
在规定时间内整改落实到位，必要时向安委
会专题报告提请督办，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

上下联动形成合力。为确保集中行动
落到实处，成立集中行动工作专班，形成上
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各县市区交
通运输、公安部门建立调度通报制度，加强
对集中行动开展情况的调度督导。通过实
地查看、座谈交流等形式，联合对集中行动
开展情况、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进行明察暗
访，推进清理整治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对发
现的弄虚作假、工作落实不到位、清理规范
效果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凡再发生因限
宽限高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将对隐患排查
组织不力工作进行倒查追责。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姜育庆）10月21日，市公安局工会组
织退休民警赴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

退休民警参观了曾都区洛阳新四军第五师纪念园的六大
展厅，重温了新四军第五师为解放新中国舍生忘死、前仆后继
的艰辛历程，尤其是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守豫南鄂东、孤
悬敌后，饱经腥风血雨、英勇浴血抗战 1200 余次的伟大壮
举。通过了解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革命根据
地的艰辛历程，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在市级廉政教育基地正本清源、警钟长鸣、清廉随州3个
展厅内，借助文字、图片及讲解员的详细解说，全体参观人员
切身感受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省委、市委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的坚强信心、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特别是看到一些身边曾
经熟悉的党员干部因贪污受贿违反党纪国法而身陷囹圄，全
体参观人员现场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课，
思想上、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憾。

退休民警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大家深受启发，虽然
退休了，但共产党员的本色不能褪，人民警察的警魂不能丢，
要不忘初心、一心向党，心系大局、服务中心，牢记宗旨、服务
人民，彰显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真挚
的为民情怀。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朱胜国）10月 22日 21时，广水市公
安机关以“打电诈、扫黄毒、查隐患、强稳控”为重点，出动警力
350人次，车辆 100台次，开展“治安攻势”第三次集中夜查行
动，再获重大战果。

行动当晚，该局刑警大队、广水分局快速反应，在广办事
处解放路一民宅里，端掉一个冒充证券公司职员的诈骗窝点，
抓获涉案人员7人，收缴电脑、手机等一批作案工具。刑警大
队专班民警还分赴上海，河南洛阳、漯河，湖南岳阳，山东德州
等地，为受害人追回损失22万余元。

该局巡逻大队民警及媒体记者对应山城区两家休闲场所
进行突击暗访，带回8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调查；应山分局在
某酒店查获一起赌博案，依法处罚 3名涉赌人员，1名为赌博
提供条件的违法人员。

内保、交警、治安大队协助吴店、长岭、十里派出所，广辟
线索，穷追不舍，抓获外省诈骗网上逃犯刘某、故意伤害网上
逃犯秦某某、寻衅滋事逃犯王某等 3 人，还抓获容留他人吸
毒、寻衅滋事嫌疑人2人。

局指挥中心、交警、国保、治安、网安大队协助城郊、陈巷、
蔡河派出所，定点设卡，主动作为，查处酒驾16起、醉驾2起，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95起。

治安大队与实战单位联合作战，对应山城区行业场所、重
点部位，进行突击清查，共清查行业场所、重点部位、单位223
家（处），整改治安隐患11处。

通过此次夜查，有力打击了各类犯罪，消除了社会治安隐
患。下一步，该局还将督导各单位加大重点部位整治、行业场
所规范管理力度，努力为当地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
社会治安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孙韧）近日，经曾都区人民法院审判，
4名被告周某敏、刘某玲、周某清、周某美分别被判处8年至10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涉案资产被依法没收，彰显了随州高新
区公安分局在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斗争中，敢打必胜、勇挑
重担的精神。

2019年8月以来，该局陆续接到淅河镇党委政府、碑岗村
村干部、当地百姓举报：“淅河镇碑岗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周某
敏及其家族成员在村内把持基层政权、操作破坏基层换届选
举、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揽工程，请求公安机关为民做主，
讨回公道。”

接到举报后，分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开展侦
查。经过专班民警大量细致入微的走访调查，查实了周某敏、
周某清、周某美、刘某玲等人员纠结在一起，实施把持基层政
权、操作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横
行乡里、欺压百姓、寻衅滋事、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
罪事实。最终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工作，将该涉恶犯罪集团
案件办成铁案。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师亲）10月 27日 14时许，随县公安
局吴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小车自燃。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至现场。经查，倪某驾驶自己的轿车
行驶至吴山镇石材大道时发现车头引擎冒烟，倪某随即停车
离开车辆，此时火势迅速蔓延。现场民警指挥疏散周边围观
群众，防止因现场燃烧引发其他不安全事故，并引流过往车辆
防止交通堵塞，做好道路疏导，同时设置了安全警戒。之后，
在民警和所内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并
被扑灭，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和人员伤亡。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佘敏）为加
强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主动适应当
前社会治安新形势新要求，有效预防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提高广大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曾都区公安分局
巡警大队日前以“三个结合”工作思
路为切入点，以主要干道、重点区域、
人员密集场所等为重点，加强对随城
解放路、汽车东站等地的巡逻防范，
开展武装巡逻，强化管控力度，确保
了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单警”与“联动”相结合。按照
市公安局“七警合一”联合巡防勤务
模式，巡警大队根据工作实际，遇有

突发警情时迅速向上级部门报告，以
确保指挥中心能够就近调警，及时联
动、迅速处置，确保各警种互相配合，
既规范了社会秩序，维护了社会安
全，又挤压了犯罪空间。

“车巡”与“步巡”相结合。巡警
大队坚持实行“车巡”与“步巡”
相结合。在主要街巷、人员密集场
区、治安重点部位巡逻时，主要采
取“步巡”方式进行；在交通主干
道、交通要道，主要采取“车巡”
方式进行，这样，既减小了每次巡
逻的时间间隔，又做到了“车巡”
与“步巡”相结合，切实提高了

“见警率”“见车率”“管事率”，有
效提升了对街面违法犯罪活动发现、
防范、控制和处置能力。

“昼巡”与“夜巡”相结合。夜间
是“两抢一盗”多发时段，严重影响群
众安全感。工作中，巡警大队延长巡
逻时间，对社会治安实行不间断控
制，昼夜连续运转。尤其在“夜巡”工
作中，对巡控点位适时做出调整，扩
大巡查范围，并将僻静道路和易发案
地区作为巡控的重点，延伸巡查触
角，消除防控盲点，做到“白天见警
察，夜间见警灯”，让老百姓真正地感
到安全、安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解超、李月仙）正值秋冬交替季，为
全力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确保事故预
防工作取得实效，近日，市交警部门召开了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研判分析会。

会上，通报了近期发生的三起死亡交通事故基本情况，
细致剖析了事故发生的成因、整改措施，并结合道路隐患排
查整治实际，就当前和今后事故预防工作达成共识。

研判分析交通安全形势。深入分析事故原因，要以研
判信息为导向，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工作预案，对症
下药，切实遏制交通事故反弹势头。

保持常态化酒醉驾整治。酒驾发生事故仍然此起彼
伏，要认真分析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发生特点、规律，健全完
善工作机制，突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管控，常态化开展
整治酒驾行动。

强化重点路段巡查力度。联合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农村道路、国省道存在的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严查严纠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努力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防范事故发生。

加大安全宣传普及力度。根据各大队辖区发生事故情
况，针对不同群体，因地制宜，进村入户，进行有的放矢的交
通安全宣传。重点向“一老一小”群体，普及酒驾醉驾，超员
超载，骑摩托车不戴头盔，驾驶电动汽车、人力三轮车随意
逆行、随意掉头等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和法律后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绪平、李月仙）近日，市交警支队
三大队联合随州高新区淅河派出所、交警中队和人保公司，
深入辖区淅河镇东门口社区开展“一盔一带”宣传和电动车
登记上牌工作。以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减量控大”工
作，提高“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守护行动群众知晓率，有力推
动电动车登记挂牌工作。

活动中，交警通过面对面讲解和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摆放宣传展板的方式，向社区工作人员、摩托车电动车
驾驶人、老人、小孩及过路群众普及“一盔一带”安全知识，
引导居民骑乘摩托车和电动车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驾乘
机动车要系好安全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居民剖析摩
托车、电动车、面包车等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讲解驾
乘车辆系好安全带和摩托车、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
性，积极倡导“一盔一带”是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负责的
保障，起到了良好的宣传警示作用。

同时，交警现场耐心地向居民介绍电动车牌照的办理
流程，解答车主疑问，指导居民填写上牌资料，帮助居民现
场查看并登记车架号等信息，协助办理车辆保险、安装自动
防盗系统，以细致周到的态度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

下一步，随州交警部门将继续加强交通安全和电动车
上牌宣传力度，巩固宣传成效，强化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
识，增加对交通法律法规的认识，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
的道路交通环境。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姜育庆）10
月 25 日，曾都区东城一女子任某蓉
因涉及某公司非法集资诈骗与民众
产生纠纷，在 7 个微信群中征集炸
药，扬言要炸毁某地政府机关，民警
现场传唤时，任某蓉对办案民警撒
泼，咬伤民警膝盖。

任某蓉此前曾在该公司从事业
务员工作，后该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
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任某蓉不
堪自身钱财被骗和此前投资人追要
投资款项，产生报复社会心理。

10月24日，任某蓉利用手机在7
个微信群中发布恐怖言论，并征集炸

药，扬言要炸毁某地政府机关，意图
扰乱社会治安秩序。随州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和曾都公安分局东城派出
所民警接警后前往处警，将涉嫌非法
集资诈骗、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任某
蓉口头传唤至曾都区公安分局东城
派出所。任某蓉情绪激动，出警民警
耐心劝导任某蓉，但其拒不配合并对
民警拳打脚踢、吐口水。在民警将其
带离过程中，任某蓉突然弯腰将经侦
支队民警沈波膝盖咬住不放，同时撒
泼撕扯蹬踹上前劝阻的出警民警，严
重妨害了民警正常执行公务，民警遂
将任某蓉强制带离。

目前，任某蓉因涉嫌参与非法集
资诈骗、涉嫌发布恐怖言论、涉嫌扰
乱社会公共秩序、涉嫌妨害公务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

民警提醒：在受骗后应当及时到
公安机关报案。相信法律、依靠法
律，正当维权，切不可采取非正当手
段甚至极端行为，让自己从一个受害
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10 月 19 日，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女子报警
称：“前几天，在小红书APP上，突然有人加我为好友。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熟悉之后，对方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

‘鹏全金融’的软件，让我在里面刷单赚钱，并称收入非常可
观。在对方的介绍之下，我就充值了10万元去刷单。可在
我准备取出这笔钱的时候，对方告知我刷单延时，需要继续
刷 3万元才能取出之前的钱，我没有再继续刷下去。但对
方始终不把钱退给我，后来就联系不上了，发现自己被骗
了。”

警方提示：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任何要求垫资
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遭遇诈骗要立即报警，并将对方的
QQ、微信、电话号码、聊天记录等留存提交给警方，以便警
方破案。

↑近日，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第二党支部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组
织党员民警重温入党誓
词，增强党性观念，着力
锻造“四个铁一般”队
伍。

（随州日报通讯员
智明摄）

←近日，随州市公
安局组织民警深入结对
帮扶村花椒基地，为花
椒树苗培土锄草促丰
产。

（随州日报通讯员
刘智明 雷斌摄）

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交警部门开展交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市公安局组织退休民警
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广水公安
持续凌厉攻势确保安全稳定

随县公安局吴山派出所
及时处置一起汽车自燃险情

高新区公安分局
成功侦办一起涉恶犯罪集团案件

交警部门开展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研判分析

交警进社区
开展电动车登记上牌工作

一女子轻信网络刷单赚钱
反被骗10万元

曾都巡警“三个结合”扎实开展巡防工作

扬言报复社会 咬伤民警膝盖

随州一女子妨害公务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