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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我省召开深化“一村一
警”工程建设工作视频会议，总结“一
村一警” 前期工作， 交流试点经验，研
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 副省长、公安厅
长刘金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一村一警” 工程， 将之纳入全面深化
改革项目高位推动，省公安厅将其作为
抓基层打基础管长远的头号工程全力
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动、相关部
门积极配合， 初步形成“党政领导、部
门支持、公安主抓、群众参与”的工作
格局。 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一村
一警”工程运行模式，坚持人员本地化
原则，灵活采取多种模式迅速配齐农村
辅警队伍。“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工作
在全省全面铺开，推动农村警力实现了
新增长、 促进警务触角实现了新延伸、
助推公安基础工作水平实现了新提升、
架起了警民联系的新桥梁。

会议强调， 各地要充分认识实施
“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更

好地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
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切实发挥好驻村辅警优势，及时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风险防范在
源头、把问题解决在当地，为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目
标贡献更大力量。

会议要求，要全力推动“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要健全制度
机制，出台意见规范，解决“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问题。
要明确职责任务，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
切实承担起“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职
责，狠抓责任落实，提升共建效能。要加
强队伍建设，严把招录审核关，扎实做
好农村辅警日常管理、教育培训、考核
奖惩各项工作，确保达到“五懂一会”工
作标准。 要强化保障支撑，将农村辅警
报酬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配齐必
要装备，推动派出所和农村辅警融合联
动，助力提升农村警务工作效能。

据了解， 目前全省 9332 个行政村

全部配备了农村辅警。 农村辅警充分
发挥“八大员”作用，积极参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主动检举“村霸”和宗族
恶势力团伙的违法犯罪线索， 助力巩
固基层政权；入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建立平安乡村微信群， 提升群众法治
意识和安全意识， 防范诈骗案件 378
起，在“缉枪治爆”专项行动中收缴非
法枪支 45 把、危爆物品 20 件；及时发
现、化解矛盾纠纷 1.1 万余起，最大限
度地预防和减少“民转刑”案件发生，
部分村屯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积
极参与农村治安巡逻防范和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 通过农村辅警提供线索和
协助工作， 全省共破获盗窃案件 176
起，农村地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为农
村群众提供公安业务咨询 10 万余次，
提供户籍、 身份证等代办服务 5 万余
人次。 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满
意度显著增强，吉林“一村一警”工程
建设得到公安部充分肯定。

/ 记者 李娜 报道

9 月 14 日，由吉林省体育总会主
办的 2019 年吉林省霹雳舞公开赛暨
东北三省邀请赛长春分赛区启幕，本
次大赛吸引了来自省内的 12 支齐舞
代表队和单项选手累计 312人。

街舞是一项集表演、健身、竞技于
一体的体育运动项目。 街舞比赛项目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人项目，另一类
是团体项目。 本次比赛不仅吸引了大
批街舞爱好者报名参赛， 比赛现场更
是吸引了很多观众。 街舞中的霹雳舞
（breaking)不仅成为第二届青年运动
会的比赛项目， 还有望进入奥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伴随动感的音乐，本次比
赛拉开战幕，选手们依次入场，比赛中
极具爆发力的动作，激烈的竞争，让现
场观众热血沸腾。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吉林省体
育舞蹈教练刘新佳表示：“吉林省街舞
项目人才储备量非常良好， 正因为有
良好的人才储备， 自霹雳舞入奥成功
后， 我省体育部门领导给予街舞项目
很大程度的政策扶持， 越来越多地关
注到了街舞这个项目， 在正确的政策
指引领导下， 相信吉林省街舞项目未
来可期。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昨日， 女超联赛第 13 轮全面打响，
长春女足凭借任桂辛、 孔琦和对方的乌
龙球以 3 比 1 的比分主场击败河南女
足，提前一轮锁定女超联赛前三席位。

长春女足和河南女足的比赛， 由于
雷佳慧的转会有回避条款， 所以她本场
比赛和韩淑雨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孔
琦作为后腰首发出场， 一向以拼抢凶狠

著称的孔琦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任意球
功夫不断提升， 本场比赛她也打进一粒
精彩的任意球破门， 回报了教练的厚爱
和球迷的支持。 小将刘靖本场比赛首发
出场， 不过她并没有出现在熟悉的后腰
位置，而是客串右后卫的位置，几次插上
后的传中令人印象深刻， 险些帮助队友
破门。 下半时小将艾柯黛·艾力替补出

场， 上赛季曾经在女超首发出场的她本
赛季第一次在女超亮相， 下周日的最后
一场比赛， 相信会有更多的小将获得出
场机会。

长春女足虽然首发阵容方面和上一
场比赛有所变化，但是阵型依旧是 442，
开场后就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第 24分
钟，朱丹徽主罚任意球，开到禁区内，被
对方防守球员顶进自家大门， 长春女足
1比 0领先。 第 40 分钟，张睿穿裆过人
后传中，阿玛多头球攻门偏出，上半时，
双方以 1比 1结束。 下半时长春女足依
旧占据着主动，频频压制对方。 第 57分
钟，孔琦主罚角球，被对方解围后，她再
次传中，任桂辛小禁区内头球攻门得手，
将比分改写为 2比 1。 身高不到 1米 60
的任桂辛能在门将和高大后卫身边头球
得分， 也显示出了她的抢点意识和头球
技术有多么优秀。 第 77分钟，孔琦主罚
前场任意球， 皮球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后，滚入球网，这位防守型后腰用一记出
色的任意球技艺将比分定格在 3比 1。

9 月 22 日 15 时， 长春女足将迎来
女超最后一场比赛， 继续坐镇长春经开
体育场，迎战北京女足。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吴然 摄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学习实践活动，激励支队全体党员
强责任、勇担当，9 月 13 日上午，吉林
市消防救援支队隆重举行“重温入党
誓词，追溯红色记忆”主题教育党日活
动。 支队党委常委、60 余名党员参加
此次活动。

8时 30分， 支队党员代表乘车前
往吉林市北山烈士陵园， 在庄严肃穆
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下， 向革命烈士纪
念塔敬献花圈。 全体党员在张强政委
的带领下，面对党旗，高高举起右手，
重温了入党誓词，一句句铿锵有力、掷
地有声的誓词表达了全体党员继承革
命遗志，追寻初心、牢记使命的决心和
信心， 使每一名党员心灵都受到了一
次洗礼。

活动结束后， 参与活动的党员纷
纷表示， 将以此次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为契机，进一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并结合国庆 70
周年消防安保工作，同心齐力、真抓实
干，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记者 吕闯 报道

会上，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赵英勋在
通报中说， 在国庆安保道路交通安全
大整治统一行动中， 交管支队全警参
战，围绕八项工作任务，严格落实四级
包保责任，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对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了“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治理行动，每天排名通
报晾晒， 确保整治行动出成效。 8 月
份，共查处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
劳驾驶、假牌、套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40281 起。

该支队交通科侯英达向媒体通报
了 8 月份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红黑排
行榜”。 从 8 月份起，该支队建立重点
运输企业“红黑排行榜”通报制度。 根

据运输企业存在违法未处理车辆在单
位所有车辆所占比例、 逾期未检验、逾
期未报废车辆数及事故发生情况，确定
吉林辉达运输有限公司、吉林省花旗货
运物流有限公司、四平凯达运输有限公
司、吉林省广汇物流有限公司、伊通满
族自治县圣峰运输有限公司、伊通满族
自治县星峰运输有限公司、吉林省顺腾
道路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四平市至
圣运输有限公司、四平市顺达客运有限
公司、双辽市百晗运输有限公司 10 家
“黑榜”企业，按照《吉林省安全生产条
例》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处罚；对无车辆
交通违法， 无事故及其他交通安全隐
患，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较好的双辽

市路易达运输责任有限公司、四平宏野
客运有限公司伊通公司、四平宏野公路
客运有限公司辽河公司、伊通满族自治
县通鑫西岭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四平
市华迅燃气配送有限公司、四平市顺安
液化气有限公司、伊通满族自治县东新
液化气站 7 家企业确定为“红榜”企
业，向社会进行公布通报表扬。

赵英勋副支队长表示，交管支队全
体民警、辅警将再接再厉，继续开展高
强度、高标准交通整治工作，争取为四
平市的文明城的创建和卫生城的迎检
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以优异的成绩向
国庆 70 周年献礼。

/ 记者 高鸿 报道

四平召开“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成果新闻发布会

通报17家重点运输企业“红黑排行榜”

我省召开深化“一村一警”
工程建设工作会议

主场击败河南队

长春女足提前锁定联赛前三

9 月 12 日，四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召开“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大整治攻坚工作成果新闻发布会。 副支队长赵英勋通报了全
市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大整治攻坚工作阶段性成果，交通科侯英达公布了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红黑排行榜”。

公告
依据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8)吉 0104 执 1478 号执行裁定
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被执行人潘
学名下房屋 [丘地号:�3-70/211-5�
(1101)]�更名过户至刘宝军名下。 原
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长春市房地产权属与交易景阳
服务中心 2019年 9月 16日

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
举行主题教育党日活动

吉林省霹雳舞公开赛暨东北三
省邀请赛长春分赛区启幕

吉林省街舞运动水平
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