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黄建伟 曹礼芹/文 秦建华/图

元旦佳节，在成渝高速资阳出入口、成渝高速资阳
高新区出入口、资阳火车站、万达广场、九曲河广场等车
流、人流较多的区域，都能看到人民警察在执勤、巡逻、
服务。他们在大家享受节日欢乐的时候，仍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全力守护市民的平安，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特巡警：“大家放心耍，我们负责保平安”
地点：成渝高速资阳出入口A

派出所民警：“提高街面见警力，虽然辛苦，但值得”
地点：雁江区公安分局滨河路派出所C

交警：“交通参与者文明一点，平安就会多一点。”
地点：市政府路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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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城区最繁忙的派出所之一的
滨河路派出所，正好遇到民警陈武一
行外出巡逻，于是记者跟他们同行。

陈武从警七年有四年在大年三
十值班，没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他坦
言还是有点遗憾。但他又表示，节日
值班是一种运气，运气好才能和大家
一起过节。

巡逻组从滨河西路到娇子大道，

再到仁德西路，而后到皇龙路，最后
到娇子大道，一上午，他们只接到两
个报警，一个是其他辖区的，一个是
电话咨询户籍政策的。

“没有警情就是好事情，折射出我
们资阳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好，‘将警力
撒在街面上’提高街面见警力，虽然让
我们更辛苦一点，但值得……”陈武
说，但愿以后的节假日都没有警情。

狠抓廉政建设，彰显过硬作风。落实
“一把手”负责制，坚持党建、队建和业务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抓好党
委中心组学习，强化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班子风清气正
和有序运转。组织签订领导干部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和“一岗双责”责任书，落实
了领导干部工作报备、年度述职述廉等制
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
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严格选任程序，对
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批量调整。持续开
展“四风”问题整治，健全廉政风险防控、
队伍风险隐患排查和队伍问题定期研判
评估等机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772
条，让民警知敬畏、讲规矩、明底线。

注重育警爱警，激发队伍活力。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四对照四提
升、做忠诚卫士”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锤炼
党性，提升素养。健全民警（辅警）关爱制
度，落实民警警衔津贴新标准，出台辅警
管理办法实行分类管理，修订抚慰制度，
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坚持“稳中求进、争
创一流”的目标导向，激发争先创优动
力。全市公安机关 3个集体荣立二等功，
5个集体、44名个人荣立三等功。市公安
局在全省公安机关第三届调研文秘大比
武中荣获集体三等奖，安岳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基层先进
单位，雁江区公安分局民警黄荣成获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百佳刑警称号。

注重多方评价，突出满意导向。完善
市局机关部门和县（区）公安（分）局考核
办法和定期联席、分析评估、常态督导、重
点督办、责任倒查等机制，以考核为杠杆
促进工作上台阶。狠抓平安建设群众满
意度测评、公安工作综合测评和党风廉政
建设测评，对群众反映的突出治安问题进
行“点对点”整改并定期向人大、政协和群
众报告公安工作，凸显公安工作以民为本
的价值追求。

元旦节
资阳公安这样过

一名特警从驾驶室到后排座位
再到后备箱，仔细检查车上是否有管
制刀具、枪支等违禁物品；一名特警
用手持警务终端核实人、车的身份信
息，辨明人、车的具体信息；其他特警
手持警械分列两边警戒。确定没有
任何疑问后，他们向司机敬礼：“感谢
您的配合，请慢走！”

这是特巡警支队民警丁峰和队
友们执行的例行安全检查，他们将在
这班工作时间（1月 1日 8时 30分到 1
月 2 日 8 时 30 分）内检查 60 余台车、
200 余人。在城区，像这样的卡点在
火车站、九曲河广场等人流、车流较

多的地方都有。
见到这个检查的阵仗，也许有人

会觉得很瘆人，甚至还觉得多余。但
是，就在这个卡点这样的检查，曾查
扣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破获多起违
法案件。当然，这种检查也存在极大
的危险性，犯罪嫌疑人可能狗急跳
墙，需要执勤民警保持时刻的警觉，
在维护人民群众安全的同时，保护好
自己。

“感谢市民的配合和理解。你们
放心耍，我们负责保稳定。”丁峰说，新
年里，他也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伴家
人。顿时，刚毅的眼神闪过一丝柔情。

“这是红灯，请等一下。”在市政
府路口，一位市民骑着电瓶车欲闯
红灯，被在此执勤的陈激和同事拦
下。针对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非
机动车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乱象，
我市在城区开展了道路交通综合整
治，在节日期间交警部门也没有丝毫
松懈，当天派出 40余人、15台车持续
开展整治。

同时，为了确保节日期间城区的

交通秩序，我市在外环路口、大千路
口、禾邦路口等主干道派出警力维持
秩序，对施工路段、危险路段和路口
及陡坡、弯道路段等安全隐患区域强
化巡逻管控，加强了夜查力度，严查
毒驾、酒驾、涉牌涉证等违法行为。

“道路是大家的，道路交通的参
与者文明点，平安就会多一点。”在新
年，陈激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大家
文明出行，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一点。

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深化改革、建强队伍、补齐短板……
2017年，市公安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立足目标

任务、改革增效、建警树警等重点工作，在攻坚克难中取得了不平凡的工作成绩，在磨砺
考验中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尽心竭力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让群众有了切
切实实的安全感。

□ 本报记者 黄建伟 曹礼芹

不断深化平安建设，打防管控取
得新突破。完善“1+2+N”社区防控
新模式，在主城区 65 个社区警务室
配置社区民警 65 名、辅警 129 名、网
格员 387 名。推进小天网工程、“平
安企业”创建和农村“4+4”防控体系
建设等工作，八类暴力案件、六类可
防性案件同比“两降”。狠抓安全监
管责任落实、安全隐患源头治理、应
急救援和宣传教育等工作，一次死亡
3人以上较大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
危爆物品安全责任事故、监所安全事
故等实现“零发生”。1—11 月，破案
率同比上升 7.96%，其中命案现案破
案率 100%，破获了“2002.7.27故意杀

人案”“跨区域系列盗窃车内财物案”
等一批大要案。

优化维稳格局，全面打赢十九大
安保维稳硬仗。开展了 2017年资阳
市“忠诚保平安”应急处突综合演
练。全面建成市、县（区）和主城区派
出所三级扁平化实战指挥中心，运行

“1+6+N”联合指挥部和指挥长工作
机制。紧盯网上、网下“两个战场”，
抓好政治安全、情报预警、重点管控、
专项打击、应急处置“五个重点”。制
定了“1+7+16”的总方案、子方案和
分类应急处置预案，启动一级勤务，
并发挥市区一体、整体联动优势，将
警力科学编组。

夯实发展基础，支撑保障更加有
力。强力推进“天网”三期和“雪亮工
程”建设，移动警务终端配备率、二级
子基站建设完成率、图综平台正常运
行率均达 100%。加强农村派出所建
设，运行的58个农村派出所全部达到
警力配置标准；加强“两采集两登记三
管理”工作，即基础信息采集、案前信
息采集、收寄件信息登记、户籍人口清
理登记、留宿场所管理、旅店和网吧实
名制管理、外国人管理，夯实了治安防
范基础。健全装备财务应急保障机制
和管理制度，全市储备应急物资200余
种，为各项警务工作和应急处突工作
提供了强力支撑。在“2017四川公安
防汛救灾舟船演练”中，获得了团体二
等奖以及发动机组装单项、五个比赛
科目综合评比第三名。

促进规范执法，法治建设稳步推
进。推动出台了《资阳市深化公安执
法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健全依法
决策机制、健全接处警工作机制”等
21项年度任务全部完成。完成全市
46 个执法办案场所升级改造，清理
并公开行政权力清单 919项，成功创
建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5个，
全市 1934 名民警取得基本级、1510
名民警取得中级执法资格。出台了
受案立案管理工作规定，全面落实刑
事案件“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工作机
制，实现群众报案“一窗”接受，受案
立案“一网”审核，实现涉案财物网上
登记、网上流转。今年 4月份交叉检
查中，该项工作得到省委政法委督导
组高度肯定。

着力创新，打造警务新亮点。针
对区划调整后警力不平衡现状，积极
整合市、区公安人、财、物、科技、信息
等资源，创新“市区一体化、机关实战
化”勤务模式，实现了指挥更顺畅、研
判更精准、打防更有力、执法更规范、
保障更到位、队伍更阳光“六大成
效”。在全市深入开展“派出所+村
委+农户+保险公司”的“四方合作”，
做强“人防、物防、技防、心防”为一体
的“四防手段”，创新农村“4+4”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雁江区先行先试取
得显著成效，全区参保户数已达到
12 余万户，覆盖面 80%。9 月 12 日，
省委改革办在专报中央改革办的“四

川改革专报”第 93 期予以刊载。以
社区警务室为主体，按封闭式小区

“一区一站”、开放式小区“千人一站”
的标准，以小区人脸识别系统、视频
探头、报警器、可视电话、门禁系统等
技防资源为依托，构建围墙、楼栋、住
户“三层防范圈层”，落实外来人员询
问、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登记、治安
巡查等“三项制度”，创新“1133”智慧
安防小区防范模式。推进实施该防
范模式的小区实现了零发案。

着力保障，呈现服务新质态。严
密防范金融风险，强化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出台《服务和保障“三区”建设
及成资一体化发展 13条措施》，建立

重大项目建设派驻机制服务保障临
空经济区、“中国牙谷”等重大工程建
设，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对
扰乱经济秩序及食品药品、生态环境
等违法犯罪的常态化打击，破获互联
网跨省销售假冒伪劣品牌卷烟案、四
川“鑫森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等一批重大案件。创新“互联网+公
安政务服务”“公安机关+若干行业
系统”联防机制；贯彻执行公安部 28
项简化优化服务流程措施和省公安
厅 22 项便民利民措施，行政审批项
目办结率 100%，解决落户城镇人员
26000 余人，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
施惠及了民生。

为了人民的平安
——市公安局2017年亮点工作回眸

聚焦目标任务 深化平安建设

聚焦改革增效 全力服务民生

聚焦建警树警
凸显价值追求

交警帮老人推车上坡。

巡逻检查。

成渝高速资阳出口，特警设卡盘查车辆。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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