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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文留派出所

开展商超消防安全检查与宣传
为进一步确保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稳定，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濮阳县公安局文留派出所
集中警力对辖区大型商场超市类
经营场所进行了集中消防安全宣
传与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商场超市
2 家，
当场整改隐患 3 处，
下发整改
通知书 2 份、发放宣传资料 50 余
份,有效提高了辖区大型商场超市
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此次检查主要围绕大型商场
超市类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情
况展开，每到一处，民警对各单位
的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无阻、室内线路是
否老化、各项制度是否齐全、消防
负责人员是否在岗在位，是否落
实防火巡查检查，消防设施是否
正常运行，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是否畅通以及各项消防工作的落

实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提醒场
所负责人要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同时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不
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能
力，进一步强化了场所安全责任
意识，有力保障了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切实消除各类消
防安全隐患，有效净化了辖区消
防安全环境。①
濮县宣

濮阳县公安局开展
“一心为民 110 砥砺奋进新征程”
宣传
2021 年 1 月 10 日是第 35 个
“110 宣传”日，也是首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濮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牵头，组织治安、交警、经侦、刑
侦、特巡警、宣传等警种，紧紧围
绕“一心为民 110，砥砺奋进新征
程”这一主题，在县体育广场开展
“110 宣传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
活动。
上午 9 时，在县公安局大门口
两 侧、上 亿 广 场、城 关 镇 政 府 门
前、未来路工业路口交警教育点、

各乡镇街道等位置同时组织开展
了“110 主题宣传”活动。各警种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宣传展
板、提供法律和业务咨询等形式，
向群众大力宣传濮阳县 110 的职
责范围、交通安全、远离毒品、防
范电信诈骗等知识。集中宣传活
动气氛十分热烈，活动中共摆放
展板 50 余块，散发传单 10000 余
份，赠送春联 2000 余副，现场接
受 群 众 咨 询 和 建 议 6000 余 人
次。参加活动民警警容严整，向

群众认真宣传介绍，热情交流互
动，耐心答疑解惑，展现了公安机
关的良好形象和过硬作风。
通过此次宣传，有效展示了
新形势下濮阳县公安 110 接处警
服务工作的新亮点，全方位、多角
度展现广大 110 接处警民警打击
犯罪、维护治安、服务人民的新形
象，让社会各界更加理解、关心、
支持 110，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发
挥了积极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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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共识、
聚警心、查问题、
成合力
濮阳县公安局
“初心使命”
大讨论活动成效显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平
为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激励
民警担当作为，2020 年 12 月份，
濮阳县公安局组织开展了全县公
安机关
“初心使命”
大讨论活动。重
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了讨论：
一是入警目的大讨论。二是工作
业绩大讨论。三是问题根源大讨
论。通过一个月的
“大讨论”
活动，
全县公安民警达成了共识，
凝聚了
警心，
找准了问题，
形成了合力。
濮阳县公安局成立了由局党

委书记、局长刘合国任组长的“初
心使命”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党
委副书记、政委丁会民任常务副
组长，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梁方
喜任副组长，其他党委委员任成
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党风政风监督室，梁方喜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统筹结合“坚持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活动，制订
了《全县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初心
使命”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集
中围绕入警目的、工作业绩、问题

根源进行讨论，在全县公安机关
迅速掀起了学习讨论高潮。
为总结固化“初心使命”大讨
论活动成果，刘合国局长提出了
“六个一定要”和“十个千万不要”
的具体要求。同时，对现有的规
章制度逐项进行了梳理、完善、汇
总，编写下发了《濮阳县公安局制
度汇编》，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
严格落实，提高了公安队伍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形成了
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规范高效的
制度体系。①

濮阳县公安局举行
首个警察节升旗及入警宣誓仪式
2021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1 时，
在铿锵嘹亮的国歌声中，濮阳县
局隆重举行首个警察节升旗及入
警宣誓仪式，260 名公安民警着装
整齐精神饱满迎接自己的第一个
警察节。
首先局长刘合国发表激情洋
溢的致词，他指出，
经党中央批准，
1 月 10 日设立中国人民警察节，
2020 年 8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又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
训词，
这是党和人民对公安民警的
无比厚爱，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
公安民警前赴后继、拼搏奉献、流

血牺牲赢得的荣誉和辉煌。
2020 年，对于我们国家及每
一个人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闻
令而动吹响集结号，发起阻击战，
全局民警、辅警发出“我要上，跟
我上”的铮铮誓言，全体同志以生
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将点滴
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构筑起守
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每个民警、辅警都是了不起
的战士！他代表局党委向大家致
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
意！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刘合
国局长号召大家在新的一年，携
手同心、砥砺同行，忠诚履职，主
动作为，继续发扬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钉子精神，为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新濮阳
贡献公安力量，以新的成绩向党
的 100 周年华诞献礼！
接着进行了升国旗仪式，全
体民警庄重注目，迎接自己的第
一面警旗，在政委丁会民的领誓
下，全体民警举起右拳，面向警旗
重温入警誓词，声音洪亮，久久回
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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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派出所
开展
“人民警察节”
主题宣传
1 月 8 日，濮阳县公安局产业集聚区
派出所在第 35 个“110 宣传日”、首个“中
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深入辖区内服
务大厅、社区、居民小区进行法制宣传，进
一步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树立爱民、
为民、亲民的良好形象，提升广大群众对
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并为首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
活动锦上添花。
在活动主场地濮阳县行政服务大厅
门口，来办事的群众纷纷停下脚步，认真
阅读民警发放的宣传彩页，有的就关于拨
打 110 方面的问题、网络诈骗的问题、电动
车上牌等问题进行询问，现场民辅警一一
耐心解答，并通过现场讲解的方式向辖区
群众介绍了如何正确拨打 110 报警知识，
冬季如何防火防盗，并就真实案例为群众
讲解了诈骗多发案件的特点和防范措
施。另一组民警下到辖区内的各小区门
口，在前期宣传的基础上，张贴关于“断卡
行动”、电动车安全行驶的宣传海报，并发
放 110 宣传页，向进出小区业主进行宣传，
并向各小区保安队长安排相关宣传任务，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防火、防
盗、防诈骗、防事故宣传，让人民群众时时
刻刻将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通过宣传活
动，切实提高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
力，加深了与辖区群众的联系，受到群众
的好评，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① 濮县宣

濮阳刑警打掉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团伙
近日，濮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打
掉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团伙，抓获以
王某聪为首，左某铭等人为主的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嫌疑人 12 人，实现打击电信诈骗
2021 年开门红。
2020 年 12 月下旬，濮阳县公安局合
成作战反诈中心在工作中发现有十余张
银行卡流水交易异常，根据这一特殊情
况，反诈中心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并对卡主
进行询问，其中一名卡主王某某辩称其将
他的银行卡借给了本村好友王某涛，综合
分析研判，在濮阳县辖区存在一个为境外
赌博或电信诈骗犯罪分子进行理财的犯
罪团伙。
经过反诈中心民警夜以继日的工作，
终于以王某聪为首，左某铭、曹某、左某普
等人为主的洗钱团伙浮出水面。2021 年
1 月 6 日，刑警大队抽调精干民警 30 余人，
在网警大队、柳屯派出所、习城派出所等
单位大力协助下，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人。
经 查 ：该 团 伙 以 王 某 聪 为 头 目 ，在
2020 年 6 月份以来，通过收购、骗取朋友、
同学的银行卡 20 余张，分别在井下长青小
区、城关景观城等地租赁房屋，购买电脑 5
台，为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洗钱，涉案金额
高达 6000 余万元。
经审讯，王某聪、曹某、左某铭等 12 名
犯罪嫌疑人对其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以王某聪为首的 12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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