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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就开业
擅自经营被处罚

◎通讯员

王宇

营需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三项、第
二款之规定，被公安机关予以行
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接下来，治安大队将进一步
加大社会治安排查整治力度，为
即将到来的元旦、 春节创造安
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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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法治社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岭南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深入辖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通讯员

关恒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岭南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来到
辖区公主陵牧场，与当地综治办、司法所组织开

展了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以“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为主题，以发放普法宣传单、禁毒宣传手册等
形式向群众进行法治宣传，同时还向群众开展法
律咨询活动。 现场，群众向民警询问了各种法律
问题，民警都一一耐心进行解答。
此次普法宣传，是岭南分局送法进场队的活
动中的一项，在今后的工作中，岭南分局将继续
开展系列活动，营造更浓的普法氛围。 通过各种
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不仅能增进群众对公安工
作的了解和支持，拉近公安民警与人民群众的距
离，而且让常见法律家喻户晓，在全社会营造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此次活动，
累计发放了普法宣传单 100 余份，接受并解答群
众法律咨询 2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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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 110 不可任性
◎通讯员

王柳

本报 讯 为 切 实 减 轻 公 安
机关基层一线执法单位工作 负
担，充分保障 110 报警服务台正
常高效运转，进一步贯彻落实好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减轻基层公
安机关工作负担的意见》， 突泉
县公安局在深入推进社会联动
机制建设的同时，还积极依托维
权工作机制，进一步维护了接处
警民警执法权益，近日又成功处
置了一起恶意骚扰 110 报警台
案件。
进入 2017 年 7 月份以来 ，
间隔两三天就有一名自称“朱宝
玉” 的男子给突泉县公安局 110
报警台打骚扰电话，最高时一天

拨打了 79 个报警电话， 严重干
扰了 110 报警台正常工作秩序。
经初查，该报警手机电话信号来
源来自突泉县宝石镇。 突泉县公
安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维
权机制， 责成警务督察大队、宝
石派出所组成工作组联合开 展
调查取证工作。 经过工作组大量
的走访调查和摸排，锁定系宝石
镇双城屯一名 10 岁的未成年男
孩赵立庆所为。 经查，赵立庆在
屯内玩耍时捡到一张停用手 机
电话卡，回家放到其哥哥一闲置
的手机内，出于好奇心理，经常
拨打免费电话 110、122，听取人
工对话，并使用“朱宝玉”的假名
谎报警情求助，当出警人员与其
电话联系时，回复已停机。 赵立

庆如实陈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其行为已经扰乱了接处警 正 常
工作秩序，增加了接处警民警的
工作量，严重侵犯了一线执法民
警的合法权益，但因其是不满十
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对其进
行处罚， 办案民警于 7 月 13 日
责令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将其带
回严加管教。
此类案件的成功处置，有效
遏制了恶意报警、扰警案件的发
生，切实维护了公安机关及其民
警的正当执法权益， 保障了 110
报警服务台正常工作秩序，进一
步净化了执法环境，起到了极大
的警示震慑作用，有力推进了减
轻基层公安机关工作负担 工 作
深入开展。

大石寨派出所救助
“笼中人”
◎通讯员

马娜

本报讯 12 月 4 日， 大石
寨派出所民警在入户走访时，接
到群众提供信息称：在西屯王某
家中，有一名精神病人，被锁在
屋子里 20 多年了。得到消息后，
大石寨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到
王某家中走访。

经了解，精神病人王某（男，
40 岁）， 是大石寨镇 西 屯 的 村
民。 小时候就有精神疾病的相关
症状，到了 20 岁左右，表现出暴
力倾向，在村子里闹事并追打他
人。 家人无奈只能将其锁在不到
两平米的小屋内， 这一锁就是
20 年。 在这 20 年中，一直都是
王某的母亲和哥哥照顾其饮食

起居。 得知具体情况后，大石寨
派出所积极与政府、民政部门及
医院联系，并于 12 月 7 日，民警
和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将王某从
“笼中”释放出来，送往兴安盟精
神康复医院。
目前，王某已经入院接受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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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安全感，最大限度地消除社
会各类治安隐患，乌兰浩特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开展社会治
安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治安管理大队对乌市辖区
足疗业开展突击检查中发现：兴
安街某足道养生会馆、五一街某

足养生馆有留宿旅客，擅自经营
需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 近日，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
队民警将两家足道养生会馆经
营者鲍某、刘某口头传唤至公安
机关调查处理。 经调查，鲍某、刘
某对没有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擅自经营需公安机关许可的行
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鲍某、刘某因擅自经

兴安 警讯

本报讯 近日， 吉蒙毗邻十所今冬明春治安防控
工作协调会暨吉蒙毗邻十所区域警务合作联席会议在
九龙派出所召开。 会议对各合作单位一年来在警务合
作方面的情况进行通报。 对今冬明春多发性案件防控
工作进行研判。 洮南市公安局西部边界五个派出所及
突泉县公安局东部边界五个派出所领导及联络员参加
了会议。
（通讯员 齐英杰）
本报讯 近月， 永安派出所组织召开全所民警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参会人员集体学习了《党的十
九大精神传达提纲》。 结合学习内容，所长张大勇要求
全所人员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 坚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学习中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
中纪委工作报告、新修订的《党章》等为重点，全面深入
地学习、领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通讯员 董超群）
本报讯 乌兰浩特市五一派出所在开展“净土
2017 禁毒百日破案攻坚会战”和“禁毒宣传进校园”以
来，积极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工作。 此次活动
以“禁毒宣传进校园，让毒品远离青春”为主题。 近日
深入兴安盟蒙古初级中学进行宣传知识教育活动。
（通讯员 杨树林）
本报讯 突泉县公安局育文、太东派出所相继联
合组织反恐应急处突演练单元训练。 在演练过程中，
全所参战民警、辅警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闻警而动，
快速反应，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成功处置。 演练结束
后，民警对演练过程中的警戒防卫、抓捕控制、押解带
离等战术战法进行了细致的总结。 （通讯员 何平）
本报讯 近日， 胜利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匿名举
报， 在乌市某小区一门市房内有人打麻将赌博。 接警
后，值班民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将正在打麻将赌博的
王某，谢某，刘某，温某当场抓获。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条，给予上述四人罚款 300 元的处罚；王某乙为
四人赌博提供条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给
予罚款 300 元的处罚。
（通讯员 汪义红）
本报讯 巴达尔胡农场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旅
店商店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 着重查看了消防设施是
否齐全，消防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等情况。 督促加强
对消防器材及设施的管理。 对检查中发现防范措施落
实不到位、商户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民警当场指
出并要求及时整改，强化宣传，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知
识的宣传， 民警要求场所负责人在配合派出所消防安
全检查的同时要定期组织自查、整改，以提高场所自救
能力，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通讯员 李晓飞）
本报讯 近日， 巴彦乌兰派出所对辖区旅店业开
展社会治安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检查旅店业“四
实”登记工作，查看旅店业登记系统是否正常运作。 严
格落实住宿人员“实名、实数、实时、实情”登记制度；检
查旅店凭身份证登记住宿制度的执行情况； 要求负责
人要规范守法经营， 严禁在场所内发生涉黄涉赌涉毒
违法犯罪活动，加强旅店管理员巡查制度，发现有异常
人员和涉黄涉赌等违法犯罪行为， 及时向公安机关反
映。
（通讯员 包国军）
本报讯 突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刑警大队、
交警大队、 治安大队及各派出所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开展吸毒人员排查管控专项工作，净化
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 70 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
开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通讯员 齐小红）
本报讯 在全年工作即将进入尾声之际， 永安分
局不断强化措施，克服工作上带来的不利因素，并在突
出完成任务上下功夫，在突破重点上下功夫，在狠抓落
实上下功夫，确保年度工作目标的全面完成。 全面梳理
年初工作目标任务，以“倒计时”的工作状态冲刺全年
工作目标任务。 紧紧抓住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和突出问
题，认真研究对策措施，推进重点工作开展。 科学分析
和谋划明年工作，提前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做到目标
明确、任务细化、措施扎实。
（通讯员 谢宏伟）
本报讯 近年来， 突泉县交巡大队始终把夯实机
关党建基础置于先导性地位，创新“学、严、比、实”工作
法，实现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坚持“学”上凝
魂，筑牢思想根基。 坚持“严”上立威，保持队伍纯洁。 坚
持“比”上聚力，深化创先争优。 坚持“实”上见效，树立
优良作风。
（通讯员 冀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