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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公安局双庙派出所
成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自“云剑”行动开展以来，清
丰县公安局双庙派出所严格按照
县局党委统一部署，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担当，增强底线思
维，严格履职尽责，
以实际行动确
保辖区社会治安稳定。9 月 9 日，
双庙派出所多措并举开展追逃工
作，成功抓获一名伪造、变造、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网
上逃犯徐某。
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中，掌
握徐某因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
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犯罪，并
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将犯罪嫌疑
人徐某进行上网追逃。上网追逃
以来，双庙派出所始终对徐某开
展强力抓捕。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双庙派出所民警精密研判、
科学分析、缜密安排，民警辅警连

续奋战 36 个小时，最终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徐某的具体落脚点。犯
罪嫌疑人徐某长期蛰伏在郑州某
小区内，其本人平日很少外出。
经过精心部署，民警一举在该小
区将其成功抓获，并现场收缴出
了大量犯罪证据。经讯问，犯罪
嫌疑人徐某对其于 2020 年 1 月
份以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
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其被依法刑事拘留，
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一步，双庙派出所将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对各类涉案
嫌疑人和网上在逃人员的抓捕力
度，不断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确
保辖区和谐稳定。①
任文豪

“三个提升”
争创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以及全国公安派出所创建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活动会的有
关要求，清丰县公安局瓦屋头派
出所
“三个提升”
在全局积极推进
“枫桥式”创建活动。
一是提升硬件设施，打造高
效、
舒适、
温馨公安派出所。该所在
县局党委和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
对派出所的硬件整体进行了
升级改造，
改造后的派出所整洁醒
目、
设置规范、
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
保障良好，
民警工作生活舒心，
群众
办事来访顺心的新时代公安派出
所。二是提升服务理念，
确保矛盾
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

聘用包村干部、司法调解员、村三
委、
网格员、
红袖章等村级治安积极
分子，
实时掌握辖区内治安矛盾苗
头，
做到及时上报，
协作化解。诚邀
司法、土地、民政各职能部门定期
召开座谈会，
提早梳理辖区各类矛
盾纠纷，
强化化解措施。特邀律师
入所，
在调解纠纷、
普法宣传、
授课
讲座、疑难案件化解等多方位服
务。三是提升打击效能，
创建
“五
零”平安村居。依托
“龙剑行动”，
加大打击力度，
围绕刑事案件、安
全事故、
非访、
黑恶势力、
黄赌毒等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的关
键要素，
严厉打击传统盗抢骗，
加大
对电信网络诈骗、
黄赌违法犯罪打
击力度。①
任文豪

清丰县打造“巡逻+N”
模式
为群众安全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清丰县公安局巡警大
队，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创新模式，打
造“巡逻+N”模式，进一步提升社会治
安整体防控水平，
着力构建新形势下治
安常态化巡逻机制，以点控面、相互衔
接、动静结合、灵活机动、严密构筑了社
会治安的防控网，
有效提高巡警加强社
会治安秩序的控制能力，
积极预防和控
制各类可防性案件发生，
切实提升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巡警大队为做到加强辖区治安管
控力度，按照“屯警街面、动中备勤、有
警衔接、无警巡防”
警务模式要求，改进
方法措施，完善勤务模式，积极探索落
实“巡逻+N”风险管控措施，科学布警、

细化巡逻区域，围绕两个执勤点、四个
辖区，不断强化巡逻防控，真正做到快
速反应、高效处置，即驻勤点+重点区
域、兄弟单位、接处警网格+各项治安
管理要素。切实加强与各辖区各单位
巡逻人员的沟通联系，
交流研判线索信
息，明确阶段性重点工作，整体把控巡
逻防控态势。发挥巡逻防控主力军作
用，加强巡逻密度，形成“点、线、面”立
体防控格局，
强化对易发案地区、部位、
时段的防控，
对街面动态犯罪实施动态
控制、动态打击，
达到白天见警车，
晚上
见警灯，提高巡逻民警的管事率，有效
维护辖区社会面的治安秩序稳定。①
任文豪

马庄桥派出所强力推进“一村（格）一警”
“五零”平安村居创建活动
长期以来，
马庄桥派出所一直以新
时代
“枫桥经验”
为指引，
以实际行动践
行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
的服务承诺，
以
“零发案、零事故、零
非访、零黑恶、零黄赌毒”为抓手，深入
推进“一村（格）一警”
“五零”平安村居
创建活动，
不断推动基层基础工作向纵
深发展。
一是构筑“天网”，全面提升“发现
力”。马庄桥派出所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全面开展“雪亮工程”，在辖区内新
装高清视频监控探头，
其中增加人脸面
部识别监控数量。以不断扩大线索来
源，
从而更好地提升打防工作效能。二
是强化
“地网”
，全面提升
“防范力”。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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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常年坚持风雨无阻、昼夜巡逻，
同时，
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统筹社会资
源参与社会治理，建成智能安防小区 3
个，智能安防村居 10 个，全面推进立体
化治安防范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了辖区
“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
三是建立“村警网格”相结合的工作模
式，
全面提升
“服务力”
。该所形成了以
警务室民警为主、工作站辅警为辅、网
格员为补充的
“一室一警、一站一警、一
村一网格员”的警务模式，力争用小警
务保障大民生，全面深入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
，不断创造和谐有序的社会
治安环境。①
任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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