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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进行远程集中面签

8名外籍人员与民警“面对面”
■ 重庆法治报 重庆长安网
记者 李 亚

本报讯 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获悉，9 月 21 日下午，该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通
过视频的形式，为奥特斯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的 8 名申请工作签证、贸易签证的外籍人员进
行了远程集中面签（如图）。
据介绍，作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移民事务服
务中心，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
中心于今年 1 月正式揭牌成立。自成立以来，
创新推出市级服务中心，区县级服务分中心，
工业园区、校区、社区服务站三级管理服务模
式，依托自主打造的“无境智能服务系统”，为
涉外企业、涉外高校等提供远程面签、远程咨
询，延伸服务触角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数据多
跑路、申请人少跑路”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奥特斯公司是我市邀请接待
外国人较多的企业，今年 7 月设立了奥特斯服
务站，此次是该公司首次通过服务站进行远程
集中面签。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在提前了解
申请签证的 8 名外籍申请人信息后，通过视频
逐一与其对话，询问签证有关问题，并对相关
法律规定及签证政策进行宣讲，整个过程便捷
高效，平均每人用时仅 3~5 分钟。面签对象之

一的 KONG HOU HWA，来自马来西亚，
能说简单的中文，面签完成后，他表示：
“ 线上
面签的形式节省了我们的时间精力，也减少了
外出带来的疫情风险，负责面签的警官热情友
好，整个过程高效，愉快。”奥特斯公司专管员
林女士此前就参加过市出入境管理局组织的
服务站专管员培训，她说：
“这是建站后的第一
次实践，感觉办理签证业务便利了许多，省时

又快捷。
”
市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运用好目前的三级管理服务模式，并通过“无
境智能服务系统”与渝快办、警快办进行深度
链接，搭建方便快捷的一站式办事平台，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为我市涉外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线上政务服务，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

贷款 20000 元先交 6600 元修复征信

民警耐心劝阻帮市民避免损失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古 旭 记 者 饶
果）
“我是不是遇到电信诈骗了，为什么贷款要
交这么高的手续费。”近日，市民周女士前往大
渡口区公安分局新山村派出所咨询，在民警的
劝阻和宣传下，
避免了损失。
9 月 18 日 15 时许，一位年轻女性急匆匆地
跑到新山村派出所求助。民警经询问了解到，
她 姓 周 ，因 家 中 有 事 急 需 用 钱 ，便 在 某 贷 款

APP 上申请了 20000 元贷款，同时按要求提交
了个人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签订了网上贷款
合同。但是款项一直显示在提取中，对方客
服称因为周女士的征信有问题影响了提现，
现在需要交 6600 元帮其修复征信，否则司法
机关和公安机关将会介入，让其承担违约责
任。周女士既担心又怀疑，所以来到新山村
派出所求证。

值班民警仔细查看了周女士的贷款合
同和与客服人员的聊天记录，判断对方属于
贷款诈骗行为，告诉周女士千万不要给对方
转账。随后民警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和事
实举例，对周女士耐心开展反诈宣传和普法
教育，并嘱咐周女士要通过正规途径借款或
贷款。周女士对民警的细心劝解表示感
谢。

传承少云精神 打造战斗堡垒
铜梁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党支部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队伍战斗力
铜梁区，
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邱少云诞生
的地方。铜梁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党支部时刻牢
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始终坚持加强思想建设和
政治建设，大力弘扬少云精神，着力打造一支有
能力、有信仰、有素质、有力量的人民公安队伍。

建设学习型党支部
提升队伍思想水平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干部的带头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该支队党支部始
终把建设和培育学习型党组织作为主要内容，
重抓学习教育、提升思想水平、提高党性修养。
今年 6 月，党员民警甘莉源讲授了题为《新
时代新青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课，通过
聆听学习，党员们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纷纷
表示将以青春之热情，点燃燎原之火光，为铜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以来，该
支队党支部已组织召开支委会 9 次，组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7 次、党课 2 次、组织生活会 2 次。
党的十九大以来，该支队党支部大力推进
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开展企业走访，讲解普及
经济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介绍服务企业相关政
策，并利用“铜梁企业服务”APP，收集企业意见
建议，及时跟进处理。目前，该党支部已有党员
志愿者 12 名。

提升打击犯罪能力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该支队以党支部为引领，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护航企
业健康发展。
坚持强化侦查破案主线任务工作思
路，重拳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污染
营商环境、扰乱经济秩序的突出经
济犯罪。该支队今年已破获涉嫌
挪用资金案 2 起，移送起诉 2 人，
涉案金额近 780 余万元，追赃挽
损 524 万余元；上半年成功移诉 1
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挽回损
失 500 余万元。
2021 年，该支队民警吴可嘉主
创了资金快速查询模型、银行标准名称
清洗模型，目前已上线重庆市公安局经侦
总队“聚网搜”应用，并列装公安部“经侦应用
云”，供全国经侦民警使用，有力打击各类经济
犯罪，
极大震慑了不法分子。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践行队伍时代使命
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支部
都是一座堡垒，哪里有难题，党的旗帜就飘扬在
哪里，
党员干部就战斗在哪里。
近年来，铜梁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党支部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先锋模范。战斗在侦查破案
一线的女警冯洁，从拿笔杆子的内勤到打击犯
罪的“急先锋”，她刻苦钻研、
虚心学习，雷厉风行、敢打敢
拼，近两年，带领支队民警成
功破获多起生产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商品案、销售伪劣产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百日行动””进行时
在车牌上动手脚
驾驶员将被拘留
本报讯 近日，南岸区交巡警支队查
获两名在车牌上“动手脚”的驾驶人，其中
一人因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将面临罚款、
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
9 月 13 日下午，南岸区交巡警支队西
区大队民警在黄明路设卡盘查时，发现一
辆二轮摩托车悬挂的号牌对应的竟是三轮
摩托车，随即扣留车辆，口头传唤驾驶人肖
某。经调查，这是辆二手车，肖某购买时就
知道号牌与车辆不符，但他觉得这样可以
无视电子监控抓拍，便未到车管所登记上
户。肖某因涉嫌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被
罚款 3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
9 月 9 日，西区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自己的货车被套牌。民警根据报警人提供
的信息，认真分析嫌疑车辆轨迹，随后前往
九龙坡区将嫌疑车辆和驾驶人现场查获。
据了解，驾驶人崔某是货车专职司机，为逃
避监控抓拍，捡了一块牌照剪下两位数字，
在需要闯禁通行时覆盖在自己的车牌上，
导
致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在报警人的货车
上。崔某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公安机关立案
调查，他将面临罚款 5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
并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
崔某需对变造号牌后产生的交通违法负责。
记者 饶 果

大货车逾期未检验
司机遭扣分和罚款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潼南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进一步加强货车专项整治，严厉查处货车
逾期未检验等交通违法行为。
近期，潼南区交巡警支队塘坝大队在
辖区开展缉查布控拦截工作时，发现一大
货车逾期未检验仍上路行驶。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以及《实施条例》第
十六条之规定，警方对驾驶员米某处以记 1
分罚款 100 元的处罚，并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驾驶员米某表示已认识到错误，会及
时到车管所进行年检。
警方提醒：车辆未按时参加年检后果
很严重。首先，未参加年检的车辆不得上
路行驶；其次，未按时年审的上路车辆将面
临扣 1 分、
罚款 100 元的处罚；第三，未参加
年检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当事人需要承担全
部或主要责任，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同时，
车
辆未及时检验上路行驶，
存在着巨大安全隐
患，
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不负责的行为。请
广大驾驶员朋友守法驾驶，
安全出行。
记者 李 亚

忠县开展专项整治
压降货车肇事风险

▲组织党员民警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品案，打击处理 20 余人，涉案金额 700 余万元；
心细如发的“多面能手”甘莉源，在做好数据材
料整理，为办案提供基础保障的同时，治安巡
逻、安全检查等工作中也有她的身影，
她不断强
化理论学习，
在全区政法系统微宣讲比赛和知识
竞赛中均荣获二等奖……先锋模范激励着每一
名党员，他们在学习交流中找差距、改作风、强
担当、争先进，
不断提升自我，
践行初心使命。
记者 唐孝忠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
序，全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确保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近日，忠县公安局交巡
警大队开展货运车辆大排查、
源头大整治、
路面大执法、行业大警示、监管大支撑、责
任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降大货
车肇事致祸风险。
行动期间，该大队联合应急、交通等部
门召开专题分析研判会、风险企业警示约
谈会，并定期深入货运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压实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同时，根据
辖区货运车辆出行规律，
采取固定值守+流
动巡逻+科技防控的勤务模式，
安排警力在
重点路段、
重点时段对大中型货车、危化品
运输车、
工程车、
渣土车等重点车辆加大检
查力度，重点查处车辆无号牌、三超一疲劳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并将查获的违法车辆
信息抄告交通、
运管部门和运输企业。
据悉，
下一步该大队还将在全县重点货
运企业和驾驶人当中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大
宣传大警示活动，
进一步提升货车驾驶人和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记者 朱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