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彦淖尔讯 1月 26日 渊大年初五冤袁 一位
70多岁的老人突发心脏病需送医治疗袁 情急之
下袁老人的家属向交警求助遥 在警车护送下袁10
公里的路程仅用 9分钟到达袁为患者赢得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遥

1月 26日 11时 20分袁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临河区大队值班民警接到一位群众的
求助电话袁 称其姥爷突发心脏病袁 现在浑身发
抖尧呕吐不止袁急需送医遥 他们从三道桥镇出发
已快进临河城区了袁因为不熟悉路况袁希望派警
车护送他们一下遥
情况紧急袁值班民警马上通知路勤民警遥 在

临陕路执勤的民警周红军尧李龙尧王耀伟接到电

话后袁马上发动警车袁快速向城区方向驶去遥 警
车与送老人的车辆在解放街一职公交站附近相
遇袁民警让男子开车跟在警车后面袁并选择最右
侧车道行驶袁一路快速通行遥

当时正值午高峰袁路面的车辆较多袁民警打
开警灯尧 拉响警笛袁 通过喊话方式提醒车辆让
行袁并选择最优路线行驶遥 警车沿解放街向东后
右转进入金川大道袁随后又驶入新华大街袁直奔
临河区医院遥 这段平时需用时半小时的路程袁民
警仅用 9分钟就护送患者到达医院急诊室门口遥
到达医院后袁民警帮助家属将老人推进急诊室遥
目前袁老人正在进一步治疗中遥

(孙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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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讯 1月 31日袁包头市召开加强知
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十条措施新闻发布
会遥 发布会上袁包头市委政法委尧市中级人
民法院尧市人民检察院尧市公安局尧市司法
局就包头市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相
关政策和具体举措进行发布遥 包头市委政
法委常务副书记董存瑞介绍了加强知识产
权综合司法保护十条措施总体情况遥

据了解袁十条措施包括大力保护创新尧
加强快速维权尧提升办案质效尧强化联动预

警尧完善赔偿制度尧改进行政执法尧加强协
同保护尧推进多元解纷尧建立专业智库尧加
强统筹协调十项内容遥

董存瑞介绍袁十条措施提炼为野五二二
一八冶重点任务清单袁野五冶是开通一个司法
保护直通车尧组建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尧设立
一个青山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尧 建立
一个知识产权重点企业保护名录尧 每年集
中开展一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和
联合执法曰野二冶 是建立完善企业合规指导

清单和涉知识产权领域柔性执法清单 曰
野二冶是组建知识产权技术专家库和法律专
家库曰野一冶 是构建专业化技术援助判定体
系曰野八冶是建立知识产权类案件快审机制尧
重大案件政法部门会商协调机制尧 行政执
法与司法审判信息共享机制尧 行政机关与
司法机关沟通协调机制尧 知识产权案件委
托调解机制袁诉调对接尧调仲对接机制尧侵
权赔偿调解机制尧 考核评价和通报约谈机
制遥

下一步袁 全市政法系统将忠诚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对包头作出的野一个创新尧三个
实现冶重要指示袁坚决服务大局袁在组织推
进上优化尧坚决保护创新袁在硬招实招上优
化尧坚决保障发展袁在精准精心上优化袁在
打造 野包你放心冶 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按下
野快进键冶袁跑出野加速度冶袁用行动和担当为
再现火红年代尧 重振包头雄风贡献政法力
量遥

渊肖玥冤

十条措施按下“快进键”跑出护航企业“加速度”

赤峰市交警全力打好春运交通安全保卫战

赤峰讯 2023年春节期间袁 赤峰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坚持问题导向尧 超前谋划部
署尧紧盯隐患路段尧集中全部警力尧确保了
春节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尧有序尧畅通遥

支队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
班备勤制度袁落实野支队领导包大队尧大队
领导包中队尧中队民警包路段冶的路面包保
责任制遥支队纪委依托视频监控平台尧指挥
调度系统尧 警车定位平台等对各地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视频抽查遥春节前夕袁支队成立
由党委成员带队的 8个工作组袁 综合采取
专项督查尧交叉检查尧驻点督导等方式袁深
入一线开展不间断尧 全覆盖督导检查和春
节慰问袁层层传导压力袁压实责任袁扎实推
动各项交通安保措施落到实处遥

支队联合交通尧 应急等部门共排查重
点企业 182家袁下发整改通知书 240份遥共
排查参加春运的重点车辆 1637辆尧驾驶人
1592人袁排查出逾期未检验尧逾期未报废
客运车辆 12辆袁逾期未审验尧未换证驾驶
人 89人袁全部通报交通运输部门曰23处危
险路段得到彻底整治袁3 处已通报交通部
门采取了临时防范措施袁正在整改过程中曰

对 11家殡仪馆尧14处公墓尧3处马路市场
周边道路隐患进行了排查袁整改隐患 4处遥

支队启动全部 118个交警执法站点袁
紧盯婚丧嫁娶尧 庙会赶集等重点时段和国
省干道野穿村过镇冶等重点路段袁充分利用
巡逻警车 GPS定位系统袁 加强指挥调度袁
严查严处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袁 全力防范大
流量尧农牧区和夜间交通安全风险遥春节期
间袁全市共出动警力 5280人次袁出动警车
1330辆袁设置执勤点 172处袁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5010余起袁酒驾醉驾 19起袁查
处其他违法行为 1711起遥通过集指平台预
警车辆 550辆袁处罚违法车辆 545辆袁查处
重点车辆逾期未审验 1起遥

支队对 13处公路易堵路段逐一制定
交通疏导和分流绕行方案袁对 28起交通拥
堵警情及时干预处置遥 指定专人进行视频
巡查袁 结合群众报警尧 交通广播反馈等渠
道袁 及时发现拥堵点位袁 快速进行指挥疏
导曰落实事故快处快赔野接警即处警冶野全程
线上办理冶工作措施袁防止小事故引发大拥
堵曰强化酒检监管系统推广应用袁落实改进
执法野六项措施冶袁坚持宽严相济尧包容审

慎尧理性平和尧文明规范执法袁未发生涉警
负面舆情遥

支队加强与气象尧应急尧交通尧环卫等
部门的协作袁 积极主动对接袁 召开联席会
议袁 健全春运期间应急响应和联合指挥机
制袁坚持做到野早发现冶野早预警冶野早处置冶遥
大年初二袁 赤峰市自北向南发生大范围降
雪天气袁 支队指挥中心及时启动应急工作
模式袁与气象尧交通以及高速公路二支队联
合值守尧统一指挥袁通过微信群实时发布路
况信息和工作指令袁积极应对处置遥

支队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作用袁 利用
电视尧广播尧野双微一抖冶等各类媒体平台形
成矩阵效应袁及时发布野两公布一提示冶袁围
绕野平安春运尧交警同行冶主题开展宣传活
动遥期间袁全市共推送各类安全图文信息达
500余条尧制作短视频 30余个曰通过 12123
平台点对点推送交通安全提示短信达 40
万余条袁提示交通安全事项尧引导群众错峰
出行曰持续开展野五大曝光冶行动袁突出客货
运企业负责人尧驾驶人袁面包车驾驶人等重
点群体的宣传教育袁 增强了重点群体的安
全守法意识遥 渊徐海晨冤

坚守一线保畅通
助力新春平安行

鄂尔多斯讯 2023年春节期间袁鄂尔多
斯市公安交管部门始终把握野保安全尧保畅
通尧降事故冶主线袁全力营造假期出行良好道
路交通环境遥 全市公安交管民警尧辅警坚守
岗位尧认真履职袁开展了三次打击酒驾醉驾
集中整治行动袁累计出动警力 6269人次袁警
车 1637辆袁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996
起遥 全市未发生亡人交通事故和长距离尧长
时间交通拥堵袁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尧畅
通尧有序遥

节前袁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副局长陶安良
组织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春节安保工作袁交管
支队提前研判春节假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
面临的形势和风险袁对路面管控尧秩序整治尧
事故预防尧隐患排查尧应急管理尧宣传提示等
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遥各地根据辖区道路交
通实际袁紧紧抓住节日期间易发生交通拥堵
和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袁 及时调整勤务部
署袁增加巡逻密度频率袁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工作措施袁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遥
支队实时对各地道路通行情况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监控调度袁 认真梳理春节期间易
发生交通事故尧拥堵的路段及路口袁科学合理
安排警力袁最大限度将警力尧装备陈兵路面袁
及时疏导交通拥堵袁科学做好管控分流袁防止
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遥
春节期间袁 全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三分

之二警力在岗在位袁以高速尧国省道尧县乡村
道路尧城区主次干道为重点袁增设管控点位袁
提高见警率尧管事率袁紧盯酒驾尧三超一疲劳
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袁 在强化柔性执法的同
时袁对严重违法行为实行野零容忍冶袁持续消除
动态隐患袁净化交通环境遥
春节期间袁 全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通过

微信尧微博尧抖音尧快手尧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
台共发布各类安全提示信息 352条袁 提前向
社会发布交通预警提示袁 落实 野两公布一提
示冶措施曰通过广播尧电视尧短信尧交通诱导屏袁
及时发布春节期间道路通行状况尧 临时性交
通管理措施等交通信息袁借助辖区楼宇电视尧
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安全提示信息袁 为群众
节日出行提供服务曰通过野七进冶深入企业尧社
区尧农村等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袁切实强化交
通安全预警提示遥
为确保假期各项交通安保措施落到实

处袁春节期间袁支队每日不定时对各大队开展
视频尧蓝信尧4G对讲机调度袁检查值班备勤人
员在岗在位情况袁推动工作开展袁确保了春节
假期各项安保措施的有效落实袁 确保了辖区
道路交通安全尧有序尧畅通遥

渊赵晓光冤

老人突发心脏病 交警护送及时就医

夜查酒驾遥

交警护送老人就医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