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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星艺

本报讯 元旦假期，当大多数市

民在和家人欢聚过节、休息的时候，

还有许多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警察就是其中之一。元旦假期，县公

安局广大民警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全力保障市民在路上、在景区的财

产以及人身安全，为群众创造了和

谐、平安、稳定的节日环境，确保了

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平安稳定。

记者从丹西派出所了解到，元

旦等节假日期间，所里就会提前安

排值班组，做好 110 出警工作以及

节假日期间的正常巡逻，及时解决

群众纠纷，防止街面盗窃行为。同

时，根据节假日出行车流、人流剧

增的特点，安排民警确保道路交通

的畅通有序。“不管有没有休息，一

个电话就到位。”是民警们最深切的

体会。

而作为节假日较受欢迎的景

区景点，石浦派出所和新桥派出所

也是高度重视，加强值班备勤，做

到有警接警，无警巡逻。针对渔港

古城、影视城等人流量较大的景

区，做到车巡和步巡相结合实行不

间断巡逻，做好疏导游客停车、防

止售票窗口盗窃行为发生、严格查

处景区的黄牛售票等工作。

除了各派出所的民警，交警

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确保元旦

假期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

序，县交警部门各中队在辖区安

排三分之一警力全天上路，开展

路面执勤和巡逻。同时，针对节假

日期间各类违法行为增多，尤其

是酒驾违法行为的高发，在夜间

还要开展禁酒驾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杜绝和减少各类违法行为的

发生。

坚守在节日岗位上

记者 夏超明

本报讯 我县自下发《关于开

展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通告》

和《我县将开展为期 2 个月的犬

类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各镇

（乡）、街道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

文件精神。截至目前，全县共登记

排摸犬只存栏数 8263 只，免疫挂

牌发证 2590 只，捕杀未免疫及无

主犬只 769 只。

各镇（乡）、街道结合本辖区

实际，成立了以党政副职为组长，

畜牧兽医专干、公安派出所干警

等为成员的整治工作小组，爵

溪街道、新桥镇、茅洋乡和东陈

乡等镇（乡）、街道在分管领导

带领下，整治工作开展有条不

紊，以免疫促捕杀，以捕杀促免

疫登记上牌，收效甚佳。但也有

少数镇（乡）、街道对犬类整治

重视不够，对犬只排摸速度偏慢，

排摸上报数据与实际数据出入较

大。

为切实做好犬类管理整治工

作，确保在 2016年 1月 20 日前完

成集中专项整治，县养犬管理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要求各镇（乡）、街道

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对本辖区的

犬类管理、犬患情况作一次认真梳

理分析，加快推进整治工作步伐。

特别是城区、石浦两地是县文明城

市创建的重点地区，面广量大，任

务重，更要集中人力和物力，彻底

排查，清理捕杀，不留死角，加快速

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我县捕杀未免疫及无主犬 769只

记者 胡星艺 通讯员 陈雪

自入冬以来，雨水不断光临我

县，这几天，寒潮来袭，我县又要

开启“速冻”模式。不断变化的天

气，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

便，给驾驶员开车增加了很多困

难，交通事故也不断攀升。为确保

冬季行车安全，交警部门为市民

朋友们来支招：

驾驶员必须高度重视冬季特殊

天气下的行车安全，提高安全行车

意识；出车时要做到注意力集中，控

制车速，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

规范驾驶，在起步、停车、掉头、转

向、变更车道、会车等情况下要预见

性地处理打滑、侧滑、跑偏、行人及

非机动车横穿等突发事件。

出车前驾驶员必须认真检查

车上的安全设备：转向，制动，灯

光，仪表，喇叭，雨刮器等要齐全有

效。雾天出车时应将风窗玻璃和车

灯玻璃擦干净，按规定打开防雾

灯，近光灯，前后小灯及示宽灯和

尾灯，充分利用灯光提高能见度，

看清前方道路，车辆及行人动态。

平稳驾驶。冬日雪后路滑，驾
车时注意车速平稳，操作均匀，诸

如猛加速、急刹车、突然转向等均

是雪地行车大忌。行进中平稳加

速，中低速行驶。

缓加油。在起步和加速时，加
油要轻、缓，以防止轮胎打滑和侧

滑现象的发生。加油过急，车辆的

驱动力大于路面的附着力，会造成

驱动轮的空转及车辆横向偏移。所

以油门一定要控制好，使驱动力小

于路面的附着力，方能避免或减少

打滑、侧滑现象的发生。

巧减速。减速时，要充分利用
发动机的阻力进行减速，如果需要

使用制动器停车，也要先用引擎制

动将车速降下来，再轻踩制动器。

冰雪路面绝对禁止采取紧急制动，

以防引起车辆的侧滑。停车要尽量

选择没有积水的空地，拉紧手刹挂

挡，必要时可垫住车轮。

慢转向。在转向时，一定要先
减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并慢打方

向盘。方向盘的操作要匀顺和缓，

不然也会发生侧滑，使车尾向外侧

甩出(甩尾)。一旦发生侧滑，可采取

适当回轮的方法予以解除。

多预见。由于雨天或降雪天气
路面湿滑，使车辆不能按你的意志

去操纵，会给驾驶造成很大困难，

所以驾驶时要特别小心，要有高度

的预见性，对将要发生的事件作出

预先判断，争取时间，以便提前采

取措施，防止因事件发生时不能准

确操作而发生事故。

加大车距。由于积水、冰雪路
面的阻力较小，要避免跟车过近，

尽量减少超车。在冰雪路面上行车

时要严格控制时速。每小时不得超

过 20km 。跟车距离应保持 50m

以上。

降低车速。遇风，雨，雪，雾天
能见度在 30m 以内，机动车最高

时速不准超过 20km /h，能见度在

15m 之内车速不得超过 5km /h，

能见度在 5m 之内应选择适当地

点，靠路边停车，并开亮前小灯和

后尾灯，以引起来往车辆，行人的

注意，待大雾减退或能见度有相当

改善后再驾车行驶。

冬季阴雨天如何保障行车安全

特约记者 胡黛虹 通讯员 陈惟惟

本报讯 年关将至，骗子利用

商家急于出货的心理，骗取对方信

任后行骗。1月 4日，丹东派出所抓

获诈骗嫌疑人李某。

去年 12月以来，丹东派出所多

次接辖区内店主报案称，一女子以

买东西没带钱为由，骗走店内大量

高档衣服、化妆品，现人已失踪。接

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通过

调取店内视频监控，眼尖的民警一

眼认出画面中的女子系李某，曾在

2013 年因诈骗罪被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8个月。锁定目标后，经

过民警排查守候，1月 4日下午在新

华路一家服装店内将李某抓获。

李某交代，4月份，她到新丰路

某服装店买衣服，称自己是招商局

的工作人员，家住丹城某高档别

墅。随后在店里选购了较便宜的商

品，骗取店主信任。过了几日，李某

再次光顾店铺，称自己忘记带钱想

先赊账。店主觉得她家境殷实，答

应让她先赊账再付钱。于是李某一

口气选了 5 条裙子、2 件牛仔衣、3

件衬衫、3 个背包，还向店主借了

4500 元钱。等店主催款，李某已

“人间蒸发”；8月份，李某以同样手

段，到步行街一家化妆品店，骗得

日霜、眼霜、面膜等护肤品，价值

3000 多元，欠了钱她再次玩失踪，

之后继续作案，直至 1 月 4 日光顾

新华路一家服装店被抓。

对于类似的骗局，警方提醒商

家，应对陌生顾客的赊账行为特别

留心，谨防上当受骗，如果发现被

骗，要及时报警。

女子冒充“有钱人”
“赊账”购物骗店主

记者 胡星艺 通讯员 陈雪

本报讯 近日，县交警部门接

到群众的电话举报，称一辆小面包

车违法乱停车，严重影响了他人的

正常出行。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发

现，该辆面包车停放的角度确实对

正常通行造成影响，民警仔细查看

时又发现，面包车前后牌照竟然不

一样。

“我们怀疑这可能是一辆使用

套牌或假牌的嫌疑车辆。”负责该

起案件的交警说，当即他们便通过

警务通进行查询，却显示查无此

车。随后便叫来一辆清障车拖离现

场做进一步深查。

正当面包车要被架上清障车

时，一男子从附近的一个宾馆跑了

出来，声称自己是车主。民警指着

前后不一样的车牌问其原因时，车

主胡某说不出个所以然。

经过询问，胡某表示自己是因

工作需要，歪动了脑筋，将假牌照

挂到了车上，原本打算第二天一早

换回真牌照，没想到睡过了头，直

到出门时发现自己的车正被交警

查扣。

据了解，胡某因违法使用假牌

照被处以罚款 2000 元、吊销驾驶

证，拘留 15日的处罚。

男子使用假牌照
自作聪明终被罚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陈吉明

本报讯 连日来，石浦镇组织

绿化工人在为行道树粉刷防护液，

给树木穿上“冬衣”。

据了解，随着气温下降，该

镇组织养护人员对所管养路段

的树木进行刷白，以提高树木冬

季防冻、防虫的能力，让树木安

然过冬。

给树木穿上“冬衣”
■ 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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