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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为了高位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雁江区公安分局提高政治站位，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党委“一把手”工程，
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发工作方案，明确工
作职责，落实工作措施，建立完善扫黑除
恶工作长效机制。在各派出所、各警种
大队明确扫黑除恶工作联络员，收集汇
总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及运用多种侦查
方式开展黑恶案件侦办工作，形成了整
体联动、层层发力的专项斗争工作格局。

强化线索调查
实施精准打击

为了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雁江公安分局把线索调查作为

“扫黑除恶”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环节，紧
紧围绕 19 类重点打击对象，高密度设
立举报信箱，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张贴通告、发送宣传单等方式，向社
会公布举报渠道。 同时，紧盯重点区
域、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点对象，在
辖区内全力摸排“黑恶”线索。

——对建设集中区域、治安重点区

域、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展深排严查。
——提高案件深挖意识，根据涉恶

案件的规律特点，对近年来办理的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具有涉恶
特征的案件进行排查梳理，深挖隐藏在
背后的黑恶线索。

2018年7月31日，雁江区清水场镇
发生一起寻衅滋事案，涉案人员为周
某。事发当日，周某驾车与一辆客车在
清水场镇发生交通事故，周某不问缘由，
直接从车子后备箱拿出钢棍打算对客车
驾驶员进行殴打。民警在初步调查时发
现，2018年3月22日，周某在雁江城区一
酒店因退喜糖一事，持空酒瓶将喜糖供
应商王某砸伤，致王某住院治疗7天。派
出所随即对周某进行深入调查。经查，
2013年正月，周某因言语不和对村民卢
某进行推搡，事后又联系他人结伙对卢
某进行殴打；2015年2月9日，周某将其
车辆随意停放在清水场镇公路上致其他
车辆无法通过，村民李某因被堵塞联系
周某请其挪车而被周某殴打；2016年10
月3日，周某将向他追讨建房材料欠款的
张某及其妻宋某打伤。在民警对周某长
期以来的恶行进行深入调查、取证的过
程中，2018年8月2日，周某又因交通肇
事逃逸被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处以行
政拘留 5日的行政处罚。2018年 8月 7
日，雁江区公安分局清水派出所将周某
抓获，同日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依法

刑事拘留，8月30日，周某被雁江区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得知这一消息，清水
场镇居民纷纷表示“大快人心”。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定
期汇总研判，及时联合打击。2018年6月
1日，雁江区丹山场镇发生一起殴打他人
案件，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涉案人
员邓某嚣张跋扈，同时有村民向民警反
映，邓某以前也常在村组上欺压村民。民
警根据这一举报线索，经过深入摸排核
查，发现2012-2018年间，邓某长期横行
霸道，欺压村民，群众敢怒不敢言。证据
到位后，6月13日，雁江公安机关以涉嫌寻
衅滋事罪将邓某依法刑事拘留。7月20
日，邓某被雁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这一消息传回村上，村民们都拍手称快。

民需则警应
整治治安乱点

雁江区公安分局始终以群众呼声

作为导向，关注民生、顺应民意，集中
整治治安突出问题，进一步净化社会
治安环境。2018 年 9 月 28 日，分局联
合雁江区综治办，启动了为期 3 个月
的“大巡防、大蹲守、大捕现”专项斗
争。专项斗争采取公开武装巡逻和秘
密便衣贴靠的方式，建立起党政、公
安、网格多位一体、交叉渗透的治安巡
逻防控体系。10月 16日至 23日，雁江
分局先后组织了 212 名警力、743 名党
政干部、920名义务巡逻员、446名网格
员分布到 46 个社区开展了第一轮的

“大巡防、大蹲守、大捕现”工作。在民
警的带领下，巡逻人员对车站、大型商
场、广场、无人看护小区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了巡防。

荡涤黑恶，方可伸张社会正义；守
护平安，群众才能舒心安宁。如今，雁
江区公安分局正以果断有力的措施和
前所未有的决心，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11月28日，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召开了全市
涉外单位登记备案和信誉等级评定工
作会议。会议对外国人管理的相关文
件进行了解读、对涉外法律法规进行
了培训，并为我市登记备案的 24家涉
外单位颁发了信誉等级证书。

据了解，随着资阳发展临空经济
战略的全面推进，“中国牙谷”涉外企
业陆续进驻，加之成都市2019年1月1
日正式实施部分国家外国人 144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在便利外国人进入资
阳的同时，也可以能带来各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部门按照《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
理部门涉外登记备案和信誉等级评定
办法》，开展了登记备案和信誉等级评
定工作。

按照评定办法，涉外单位信誉等
级分为4个等级。一级为最高等级，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为信誉良好的涉
外企业提供申请外国人签证的相应便
利措施；四级为最低等级，原则上不受
理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目前，我市
登记备案的24家涉外单位均评定为三
级以上。

我市实施涉外单位登记备案
和信誉等级评定制度
24家涉外单位获颁信誉等级证书

□ 李冬梅

“叮叮叮”，安岳县公安局镇子派
出所民警刘翔宇的电话响了起来。接
起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有吸毒史的人
员，现在浙江，有事情需要刘警官帮
助，请刘警官加自己的微信。作为一
名分管禁毒工作的民警，刘警官立即
添加了此人的微信。

微信上，此人告知刘警官他在浙
江务工，但是现在却不能在那边办理
任 何 证 件 ，这 给 他 造 成 了 极 大 困
扰。无法办理的原因是，在公安禁

毒系统中仍然显示其为社区戒毒人
员，戒毒期还没有过，他希望刘警官
能“帮助”他更改系统状态。说完
后，此人便从微信上转了 1888 元的
红 包 过 来 ，并 说 事 情 办 好 了 再 给
10000元好处费。

刘警官立即严正告知此人，首先
禁毒人员管控是自己的责任所在，钱
是不能收的，其次禁毒系统的数据在
三年到期后会自动解除，不需要民警
进行更改，也不能随意更改。短短数
语，让这名社区戒毒人员感到羞愧，也
让他对民警表示由衷的感谢。

社区戒毒人员微信“送”红包
民警拒收

本报讯（蒋波）11月 26日，乐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劳动镇执勤
时，挡获一名违规驾驶无牌无证电动
三轮车违法人员张某，依法查扣违规
驾驶的三轮车，并对张某依法处以200
元行政罚款。

“秋风行动”开展以来，乐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紧紧围绕上级总体部
署，紧盯秋冬季交通安全形势，着重针
对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等交通违法现
象，以城区中小学、辖区 319国道、318
国道和省道为重点，积极联合乡镇交

管办、派出所等部门力量，在重点时段
集中开展了电动三轮车违法行为整治
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共
查处电动三轮车违法行为362起，依法
扣留违规车辆 50辆，有力筑牢了交通
安全防线。

乐至公安交警部门还通过举办
“交通安全大讲堂”、发放交通安全资
料，农村大喇叭广播以及微信微博等
方式，向群众讲解冬季交通安全防范
知识，告诫群众自觉抵制违规驾驶、乘
坐电动三轮车，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乐至交警专项整治
电动三轮车违法行为

本报讯（杨晨）“小朋友们好，如
果陌生人给你玩具或零食，你们会要
吗......”11 月 27 日下午，平时神情严肃
的安岳县北坝派出所民警，在培乐萌
幼儿园 120 个小萌娃的包围下，显得
格外和蔼。此次，民警深入幼儿园，
是受到院方邀请开展防拐主题知识
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民警采用适合小朋友接受
的语言，以讲故事、简单问答的形式，从

“不认识的人给你零食或玩具，要不要
跟他走”“你独自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
怎么办”“如何分辨坏人”等方面，向孩
子们讲述了拐卖儿童案件中骗子的惯
用伎俩，并将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
险告诉小朋友，正确引导小朋友们处置
此类事件。在“你问我答”的互动环节
中，小朋友们积极举手提问，主动向民
警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寻求
帮助。

“叔叔，我的家里好多玻璃，别人都
能从外面看见我，怎么办”、“叔叔叔叔，
有陌生人来敲门我就把电视机打开是
吗”、“警察叔叔，我以后出去玩都和小
朋友们一起玩”……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此次防拐宣传
活动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秋风行动”几近尾声，但防拐宣传
永不停歇。为了每一个小萌娃能健康快
乐地在家人身边长大成人，公安机关将
不断深化打拐行动，始终保持对拐卖儿
童妇女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11 月 27 日下午，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走进雁江二小，为师生们进
行“细节关乎生命 12.2主题宣传进校园”交通安全知
识宣讲。

据悉，这是“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到来之际的
一项重要活动。宣讲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师生普及
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形成法律法规
意识。讲座内容共分为熟记 122 交通事故报警电
话、行人应该注意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提醒父母
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等三个方面。

扫黑除恶守护一方平安
——雁江区公安分局扫黑除恶工作纪实

扫黑除恶保平安

“有黑扫黑，无黑除
恶、无恶治乱、无乱固
基”。这是资阳市公安

局雁江区分局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启动以来，始终坚持的
工作原则。

今年以来，雁江区公安分局
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
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措
施、通力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大
力支持、主动参战。截止目前，共
打掉恶势力团伙2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2个，抓获涉恶犯罪嫌疑
人235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 刘云涛 唐一蜜 谢承爽

防拐宣传
走进幼儿园

交通安全教育进校园

“秋风行动”进行时——

市公安局：
电话：028-26559336
来信邮箱：资阳市公安局扫黑办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366号
雁江区公安局：
电话：028-26925829

邮箱：19888614@qq.com
乐至县公安局：
电话：028-23322146
邮箱：3508262101@qq.com
安岳县公安局：
电话：028-24536821
邮箱：173467747@qq.com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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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电动三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