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讯（仁青措）近期，海南藏
族自治州兴海县公安局组织机关
民警、子科滩派出所民警、消防大
队，分四组对全县重点场所、重点
单位、行业场所、寄递物流业进行
全面大检查，查处存在隐患旅店业
11 家、寄递物流业两家、加油站 5
家。

为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检
查前，县公安局副局长扎列南杰召
开了动员大会，明确检查重点，并提
出具体要求。检查组重点检查行业
场所信息上传、实名制登记，安全制
度是否健全和落实，视频监控图像
是否清晰，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具备
和完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
完好有效，是否存在违规经营等多
项内容。检查组每到一处，都对各
行业场所的消防器材、安全设施和
内部管理进行认真检查，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各类治安隐患，现场要求
整改并给予指导，能当场整改的督
促场所负责人当场进行整改，不能
当场整改的，责令限期改正和责令
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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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非法销售散装成品油
海南讯（周拉）9月29日至10月

8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按照州
委、州政府和省公安厅关于严控散
装成品油工作要求和“三个不发生”
创建活动总体部署，深入贯彻落实
省公安厅《关于集中开展全省散装
成品油销售安全监管专项整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全

州散装汽油安全管理，组织暗访督
导组赴各县就散装汽油销售“三实”
制度落实及地下非法销售情况进行
暗访检查。

9 月 29 日，海南州公安局政委
拉巴带领治安、技侦民警对共和县
环湖地区部分加油站散装汽油销售

“三实”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查；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根据州公安局
党委安排，治安支队组成暗访督导
组对各县散装汽油销售“三实”制度
落实及非法销售情况进行暗访检
查。检查期间，督导组通过对各加
油站点、农村、牧区、乡镇、城乡接合
部的五金商店、化工商店、土产门市
部等可能私存私售散装汽油店铺、

窝点进行摸排检查，对摸排出的地
下非法销售散装汽油窝点和不落实

“三实”制度的加油站通报移交辖区
公安局进行处罚。

截至目前，海南州公安机关共
查处存在问题的加油站 20 个，对其
进行责令停业整改和责令限期整改
的处罚（其中：停业整改 13 家，限期

整改6家，联合安监部门取缔1家丧
失从业资格且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的
加油站），查处地下非法散装成品油
销售窝点13处，行政拘留11人，警告
两人，查获非法销售散装汽油 2085
公升，柴油2620公升。10月6日，贵
南县公安局通过散装汽油实名登记
系统抓获网上在逃人员1名。

海南讯（徐佳）近日,省公安厅
选派优秀的警务实战教官和业务骨
干团队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公
安局开展警务实战能力抽测工作及

“送教基层行”活动。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贵南县

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提
前做好相关保障工作。教官们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对全局40名民警、20
名辅警在单警装备使用、枪支基本操
作、警务战术、徒手攻防与控制、醉
酒、精神病人现场处置等贴近实战的
警务技能方面进行了抽测检查，并针
对实战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
的点评和讲解。

教官团还开展了民警、辅警的
心理疏导培训，详细讲解了保持健
康心理状态的途径和方法，将枯燥
无味的理论知识与生动有趣的团体
游戏结合起来，把这种互联互动的
方式贯穿于整个培训过程。

通过此次活动，民警深刻认识
到警务实战技能和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升了民警们
警务实战技能水平，为今后更好开
展各项公安业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贵南县公安局

不断提升警务实战
能力

海南讯（刘彩霞 张世云）近
日，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充
分发挥廉政宣传教育人、引导人、
激励人、警示人、塑造人的重要作
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公安
局组织民警、协警 40 余人在宗日
文化广场参观廉政文化灯展。

灯展主题以领导干部家训家
规和清正廉洁的图文突出廉政文
化，使观看民警、协警受到教育与
启发，认识到廉政的重要性，不断
增强反腐倡廉、廉洁自律的意识，
以提高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其
间，县纪委特邀县委主要领导参

观了廉政文化灯展，并对各单位
制作的灯笼进行了评比。

通过制作廉政灯笼，进一步
强化了民警廉政意识，培养民警
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筑起拒
腐防变的“防火墙”。

海南讯（张 世 云）近
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
县公安局开展校园安全防
范联合专项检查。

本次主要针对同德县
城 7 所中小学及幼儿园进
行检查，联合组着重检查
学校治安防护工作落实及
基本防护器材配备情况；
检查学校消防建设工作及
各项消防工作推进情况；
检查校园安保、校门值守、
巡视制度落实情况、防范
处突应急预案完善更新、

演练等情况；检查校园物
防技防设备情况，确保校
园内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
清晰的画面。同时，认真
听取校园负责人和相关工
作人员的汇报和建议，区
别中学和小学校园安保工
作的差异，采纳合理的意
见，对不完善、已损毁、未
配备的校园防护装备要求
及时登记。此次检查，出
动警力 9 人次，及时发现
问题并提出可行性整改意
见 3 家 16 处。

专项检查校园安全防范工作
同德讯（张世云）近日，海南藏族自治州

同德县公安局以“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由治安大队、国
保大队、消防大队及辖区派出所牵头，召集
全县宾馆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开展了培训活
动。

培训期间，各科所队业务民警向旅馆
业业主讲解相关业务知识，并通过案例，结
合同德县实际情况向各业主开展相关法
律、法规培训，并分别与全县旅馆业业主签
订了旅馆业治安管理责任书、消防安全责
任书及旅馆业反恐管理责任书。其间，同
德县公安局政委吉太本向各旅馆业业主提
出具体要求。

贵德讯（杨莲珺）近日，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德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参
观了民族团结博物馆。

通过此次活动，使民警们了
解了贵德县民族发展史和宗教演
变史，引导全体民警树立了“国家
利益高于一切”和“三个离不开”
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全体民警对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责任感和自
觉性，参观民警纷纷表示要团结
一心，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为创
建全州民族团结示范单位贡献一
份力量。

海南讯（多杰措）近期，海南藏
族自治州兴海县交警大队在开展整
治交通违法行为活动中连续查获 3
辆被盗抢车。

9 月 22 日上午，兴海县交警大
队执勤民警在县城南大街整顿交通
秩序时，对一辆悬挂青 B18492 号牌
的灰色起亚越野车因违法停车例行
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人未随身携
带驾驶证、行驶证，车号牌也涉嫌伪
造。民警依法将该车暂扣至大队，
在机动车信息库中未查询到号牌所
对应的机动车，由于车辆识别代码
被凿改，民警通过发动机号在全国
被盗抢车信息库中发现该车在甘肃
省被盗，已被立案侦查。

9 月 23 日上午，兴海县交警大
队执勤民警在县城南大街巡逻时，
发现一辆无号牌机动车因交通事故
停在路边，上前进行询问，在询问过
程中发现该车驾驶人提供的行驶证
涉嫌伪造，并在车后备箱中搜查出
车号牌。民警依法将该车暂扣至大
队，通过发动机号在全国被盗抢车
信息库中发现该车系被盗车，于
2011 年 6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被盗，
已被立案侦查。

9 月 24 日下午，兴海县交警大
队执勤民警在环城南路疏导交通
时，一辆悬挂青 AJG717 号牌的皮卡
车引起执勤民警的注意，经过细致
检查后发现此车车牌号系伪造，民
警要求提供车相关手续，驾驶人无
法提供，只是称车手续在家里，未随
车携带。民警随即对该车予以依法
暂扣，民警通过发动机号在全国被
盗抢车信息库中查询发现，该车在
四川省成都市被盗。

兴海县交警大队

连续查获3辆被盗抢车

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公安局近日组织民警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宣传月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杨莲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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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旅馆业主集中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