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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公司联合工行青
海分行共同推出 ETC 最强礼包！即日起，
在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办理工行 ETC 业
务，即可获赠双重大礼，名额有限，先办先
得！

☆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公司大礼包
办理工行 ETC 业务，同时办理中国石

油加油卡，充值 1000 元，即可享受加油办
卡优惠！再赠送50元中国石油电子券！

☆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大礼包
办理工行 ETC 业务，即可在线领取价

值 50 元的加油抵扣券一张！现场办理客
户还可免费获赠洗车券一张！更有工行
专属爱购满减礼、爱购观影礼、月月拿大
奖、赢千元豪礼！

（一）办理工行ETC需要什么资料？
1.个人办理
①车辆行驶证原件和复印件；②车主

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单位办理
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加盖

公章）；②单位介绍信；③车辆行驶证原件
和复印件；④持卡人身份证；⑤办卡清单；
⑥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二）哪里可以办理工行ETC？
1. 线上渠道：工行率先推出支持线

上全流程办理的全国 ETC 申请、绑卡、查
询、激活业务啦！

2. 线下渠道：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及
当地工行任意网点均可办理！

ETC，选工行！
畅享中国石油及工行双重大礼

另类保安服被称为“山寨警服”

有困难找警察，可是当你遇到难题，
焦急彷徨中看到了穿警服的人前去求助
时，却被告知或者发现是保安。远看是

“警察叔叔”，近看却是“保安大哥”，这种
落差都源于一套有点像警服的保安服。

7 月 7 日 9 时许，西宁朝阳西路一市
场门口，几名市场安保人员在聊天，但他
们穿的衣服和警服很相似，肩章除了“直
杠”变成“弯杠”外，其余标志和警察肩章
无异、胸标和警号等却是保安样式。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西宁部分停车场
管理员、公司和小区门卫的安保人员都存
在着装不规范的问题。许多保安穿着的

“保安服”很难与警服分辨开来，这些“保
安服”被戏称为“山寨警服”。

根据相关规定，这些工作人员的服装
显然是违反规定的，这些人员为什么会将
类似警用服装作为保安制服使用呢？记
者采访时得到的回答是：单位配发、单位

要求自行购买。

劳保商店售卖“警服”

记者在批发市场售卖劳保商品的一
家商铺内看到，商家拿出的制服与警服夏
季执勤服基本一致，领口的内标上写有长
袖制式衬衣等字样。一套几乎与警服完
全相同的保安服只要 135元。商贩还告诉
记者，这种类似于警服的保安服，最近在
大检查。

另一家商铺内，店家拿出的衣服臂章
直接写有警察字样，并且这家的售价更便
宜。加上肩章和袖标只要 128元。在其他
一些劳保店中记者也发现有类似警服出
售。

记者在网上搜索“保安服”时，发现存在
大量出售与警服相似的保安服店铺，有些店
铺展示的细节图甚至和警服一模一样。

穿“山寨警服”涉嫌违法

11 日，记者从西宁市保安协会了解

到，保安任职之前必须经过严格培训持证
上岗。目前，西宁市的保安培训统一在青
海警官职业学院培训，考核合格，取得资
质后才能上岗。上岗后，从西宁市保安协
会指定的厂商统一购买规定的保安工作
服后规范着装。

“西宁市保安协会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对保安组织岗前培训，同时也对保安
的着装做出了要求，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
单位聘用没有经过培训，没有资质的人
员，服装也没有按要求配备。”西宁市保安
协会秘书长鞠洪海说。

根据相关法律，人民警察使用的警用
标志，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任何
个人和其他组织，不能使用贩卖和持有。
违反上述规定的，没收非法制造使用贩卖
相关警用制式标志，以及专用制式服装，
并处 15日以下拘留。

保安着装有规可依

作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的重要力量，保安的工作具有一定特殊
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安人员上岗应
着保安服，佩戴全国统一的保安服务标
志。

2011年 7月 5日，公安部公布了中国保
安协会研发推荐的“2011式保安员服装”和
全国统一的保安服务标志。全国保安员换
着 2011式保安员服装，并佩戴统一的保安
服务标志上岗服务。中国保安协会还研究
制定了《保安员服装和保安服务标志管理
暂行办法》和《保安员着装规范》。

《规范》要求保安员着装时，帽徽、肩
章、臂章等服饰和保安服务标志应佩戴齐
全。帽徽佩戴于帽子正中；肩章佩戴在服
装肩袢上；臂章佩戴于上衣左臂上；保安
服务标志佩戴于上衣右胸处；保安从业单
位标志号牌佩戴于上衣左胸处。此外，保
安员着装上岗服务时，应举止文明，端庄
得体，保持服装整齐清洁。不得吸烟饮
酒；不得歪戴保安帽、披衣、敞怀、挽袖、卷
裤腿等。

劳保店里，保安服 警服
本报记者 才让三智 文/图

●何为仿冒警服？
公安部、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

风办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凡在服装款
式、颜色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情
况下，所佩戴的帽徽、领花、肩章、胸徽、
号牌、臂章、领带、领带夹、腰带、帽饰带
及袖口绣花图案等部件，在图案、颜色
及规格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标志相仿，
且在两个以上(含两个)部位同时搭配使
用，并足以造成公众视觉混淆的，即视
为与警服及其标志相仿。

●违法行为会受什么处罚？
《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

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
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
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
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
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
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违反
前两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
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邓建青）“由于冒下
水，一楼住户关闭了自来水总阀门，我
们青海民族大学东校区 17 号楼三单元
停水都三天了，西海都市报能不能帮我
们协调协调。”7 月 10 日，记者接到王女
士电话后赶到青海民族大学东校区，民
大后勤处立即组织人员疏通施工下水
管道，当天下午 ,住户生活用水已正常。

当日接到求助电话后，记者赶到青
海民族大学东校区，在家属院 17号楼三
单元一楼住户赵先生家看到，厨房及厕
所马桶下水外冒。至于关闭自来水总阀
一事，赵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苦恼和无
奈:“下水外冒三天了，家中臭烘烘的，住
户没水可用他也揪心，有时中午偶尔会
打开自来水阀门，但下水马上又冒出来，
不得已只能舀出污水往院子里倒，累人
又耗时。学校后勤工作人员也到家中疏

通了两次，但是根本不管用，下水外冒的
主要原因还是单元总管道出了问题，单
凭住户个人处理，心有余而力不足。”

记者随后将此事反映给了民大后勤
处，后勤处处长程韶光组织工作人员查
看现场后表示，下水堵塞原因是单元管
道通往下水井出口地方有一处弯头，疏
通了还会堵，想要彻底解决堵塞问题就
要更换管道。程韶光表示，家属院不收
物业费，按规定单元内下水管道堵塞，
疏通维修，住户需自费解决，考虑让住
户尽快正常用水，住户不需要掏钱，学
校后勤处马上申请维修资金维修施工，
彻底解决住户后顾之忧。

7月 11日，赵先生致电记者表示，下
水通了，自来水也能正常使用了，感谢
学校后勤处免费为住户解决了烦心事
儿，感谢西海都市报为民解忧。

上午反映水堵塞
下午施工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慌乱中，我看
到有人将她抱到宽敞的位置、有人帮她拿
包、有人帮她拿手机……”7 月 11 日，回想
起前两天自己驾驶的公交车上发生的一
幕，41路公交车司机于东海心里暖暖的。

7 月 7 日 18 时 30 分左右，于东海驾驶
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公交车快到省残联
公交站时，一名乘客突然跑到驾驶室旁向
他求助：“师傅，后面有乘客晕倒了。”

得知有人晕倒，于东海急忙将车停在
路边上前查看。“当时，我看到一名女乘客
晕倒，很多乘客上前帮忙。”于东海也是第
一次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他急忙上前救助，

同时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先让乘客的身体保持平稳，请您跟我

保持通话……”电话那头，120 急救人员不
断指导于东海紧急施救。

在热心乘客的帮助下，于东海和其他
乘客将女乘客抱到了宽敞的位置，按照急
救人员的指导救助。不久，晕倒的乘客有
所好转，救护车也赶到现场。于东海和热
心乘客帮急救人员将女乘客抬上了担架，
回到了工作岗位。

一切恢复平静，但这么多热心人帮助
女乘客的画面，让于东海感受到了满满的
正能量。

乘客突然晕倒
他们让人感动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7 月 9 日上
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人民
法院首例涉恶刑事案件在第一审判庭公
开审理。这起备受关注的庭审，是都兰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审理
的首起涉恶团伙刑事案件。

2014 年 至 2018 年 间 ，被 告 人 桑 某
纠集其余 10 名被告人经常在一起，通
过拦路堵车、停工罢运、言辞威胁、阻
碍施工、扣押车辆、无故拦截、私自扣

押他人车辆，聚众滋扰镇政府、派出所
等行为，多次迫使两家公司以高于其
他车辆的价格接受其运输服务并索要
财物。

经依法审理，都兰县人民法院认定
桑某为恶势力团伙纠集者，犯强迫交
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 9 年 6 个月，其余 10 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 5 年至 1 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

都兰县
11人涉恶团伙被判刑

★
★
★
相
关
链
接

商铺出售的保安帽商铺出售的保安帽。。

和警服很像的保安服和警服很像的保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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