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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公安局

“百名民警进万家”宣传效果显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平
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起，濮
阳县公安局在全县农村地区以
“百名民警进万家”为主题，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通
安全进村入户宣传活动。全县农
村地区的道路交通事故环比有了
明显下降，得到了县委、县政府、
上级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与好评。
濮阳县公安局党委制订了
《濮阳县公安局“百名民警进万
家”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方案》，筛

选出沿国省道的 400 个重点村
庄，
抽调交警大队和各派出所400
名警力参与到此项活动中去。参
与宣传活动的民（辅）警采取形式
多样的宣传方式，
大力开展了交通
安全的法规宣传和警示教育。
开展普法宣讲。针对农村电
动车驾驶人及老年人、学生等重
点人群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
本地秋冬季农村地区群众出行交
通特点，
围绕安全、
守法出行，
重点
围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
不坐货
车和农用车出行、不坐超员车、不
酒后驾驶等农村易发交通违法行

为，
开展进村入户宣讲，
引导农村
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夯实筑牢各类宣传阵地。包
村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横
幅、张贴宣传品、讲解交通安全常
识和典型事故案例等形式，
充分利
用农村大喇叭、村室宣传栏、警用
宣传车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警
示活动，
提升农村文明交通意识。
强化农村电动车管理工作。
包村人员详细统计农村电动车底
数，
建立农村电动车台账，
真正做到
不漏一车，
为下一步对于农村地区
电动车规范管理奠定了基础。①

濮阳县东关派出所

多措并举化解矛盾纠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胡崇科
2020 年以来，濮阳县公安局
东关派出所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扎实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确
保辖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全力打造新时代“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
。
强化不稳定因素排查。东关
派出所充分依托“走访入户”
“一
标三实”等基础工作，
把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
严抓信息采集工作，及时发现辖
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

强化重要信息收集研判。东
关派出所建立“日报制”制度，创
立社区维稳信息网，加强信息沟
通，掌握第一时间情报收集，
根据
维稳工作信息，
社区民警就重点人
员的思想状况、
活动状态等进行研
判，
针对每一个涉稳群体和重点人
员出现的异常情况，
及时制订切实
可行的工作预案加强稳控。
调处化解消矛盾。东关派出
所坚持在处置策略上下功夫。在
处置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工作
中，全力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理
解、消除成见、达成协议，防止矛
盾升级。同时，进一步完善矛盾

纠纷调解流程及民警的调处行
为，切实提升公安职能范围内的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做到矛盾
不上交、确保辖区平安不出事。
宣传教育提意识。东关派出
所始终把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与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努力
营造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良好
氛围，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渠道反
映诉求，
解决问题。
2020 年以来，东关派出所共
化解矛盾纠纷 100 余起，切实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
芽状态，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①

千里出击

濮阳华龙警方打掉一撬盗文物团伙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天栋
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
分局经缜密侦查，远赴山东、安徽
等地，成功打掉一撬盗文物、古董
犯罪团伙，涉案价值达 100 万余
元。犯罪嫌疑人褚某某等三人悉
数归案，快速缴获手串翡翠、明
珠、玉石制品等物 700 余件。
2020 年 12 月 27 日，濮阳市
胜利路某古玩市场突发特大撬盗
案件。据受害人报警称当日店内
保险柜被撬，
内藏的明珠等文物、
古董被盗，涉案价值达 100 万余

元。接此案件后，华龙区公安分
局二级部门对此案高度重视，局
长和政委非常重视，要求采取一
切措施务求尽快破案。
28 日下午，分局民警在市局
的技术帮助下，很快锁定了一名
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兵贵神速，
警方立即调集力量对胡某某进行
围捕，于当晚成功在濮阳市某城
中村内将其抓获归案。胡某某供
认了自己伙同褚某某、刘某某撬
门盗窃文物古董的犯罪事实。但
据其交代，褚某某、刘某某二人分
别系山东、安徽籍贯，
常年在外居

无定所，
不了解二人的具体踪迹。
为尽快 将 犯 罪 分 子 绳 之 以
法，追回被盗的高额财物，防止
因嫌疑人销赃出手后增加挽损
难度。公安民警们稍做调整便
根据手头掌握的一些简要信息
奔上了前往鲁、皖的征途。随后
几天里，民警们风餐露宿、千里
奔波。经常在路途中饥一顿饱
一顿。经过不懈努力，濮阳警方
先 后 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 、
2021 年 1 月 2 日分别将褚某某、
刘某某抓获归案，全部被盗财物
均悉数归还。①

新年再发力 快反显成效

濮阳华龙区公安分局抓获盗窃现行
新年伊始，濮阳市公安局华
龙区分局巡特警大队以“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为平台，牢牢抓住
“冬季治安大巡防”工作契机，重
点强化街面警力部署、快速反应
机制建设，努力构建"1.3.5" 快速
反应机制，力争“打现行、
压发案、
保平安”
目标。1月6日，
该大队在
巡逻中闻警即动、快速反应，
成功
抓获一名盗窃电动自行车违法嫌
疑人卓某某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月 6 日中午 12 时许，巡特

警大队民警在履行巡逻任务过程
中，接到一名群众报警：
称其电动
自行车在益民路外高门口被盗。
民警现场登记了解详细情况后，
随
即与监控中心取得联系，
经过实时
图像分析和嫌疑人行动轨迹的研
判后，
公安民警初步掌握了嫌疑人
的活动轨迹。为确保将其抓捕归
案，追回被盗电动车，
巡逻民警立
即将这一情况向大队汇报，
请求警
力支援。随后大队负责人白雪韬
带领支援警力赶到现场与处警民

警会合，
共同展开搜寻抓捕工作。
经过细心查找，民警最终在
益民路某小区内发现了被盗电动
车，但嫌疑人却不知所踪。经过
对时间间隔、轨迹影像等分析，
民
警围绕车辆停放周边进行搜捕，
最终在附近一洗澡堂内将嫌疑人
卓某某抓获归案。经讯问，嫌疑
人卓某某对当日盗窃他人电动自
行车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卓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被盗车辆
当场返还受害人。① （王天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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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人民路派出所
一日成功强戒俩吸毒人员
自从全市公安机关禁毒
“两打两控”
和吸
毒人员“大收戒”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濮阳县
人民路派出所全警动员、深挖扩线、重拳出
击，紧盯各类线索不放松，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成功强戒两名吸毒人员，打响了华龙警方
2021 年反毒品工作的第一枪。
2021 年 1 月初，华龙区公安分局人民路
派出所负责人刘泽斌获得吸毒案件线索：赵
某、
司某等人先后多次在不同地点购买吸食毒
品。派出所随即联合分局禁毒大队，
远赴郑州
等地对其二人展开抓捕工作。经过连续数日
的蹲点守候，
派出所民警终于在某民房内控制
了包括赵某、司某在内的四名可疑人员，
并对
其进行了毒品检测。经检测，
赵某、司某二人
尿检呈阳性，显示近期曾吸食过毒品。
后经讯问，赵某、司某交代：其二人通过
微信多次购买吸食毒品。后经民警调查核
实，赵某自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曾多次
在家吸食冰毒；司某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曾多次在家中、宾馆等地吸食
冰毒。经戒毒医疗机构检测认定，其二人吸
毒成瘾严重，
需依法强制隔离戒毒。
目前，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已依法
对赵某、司某采取强制戒毒。
下一步，
华龙区公安分局将继续以
“平安
守护”
专项行动为引领，
保持对禁毒犯罪的高
压严打态势，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
益作出更大的贡献。①

濮阳华龙警方
捣毁一赌博窝点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天栋
赌博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极易滋生
其他违法犯罪，
引发社会治安问题，
影响社会
安全稳定。特别是临近岁末年初，务工返乡
人员的集中回潮更是极易发生聚众赌博的犯
罪活动。针对这种情况，濮阳华龙区公安分
局深入推进
“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和打击黄赌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对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坚
持
“零容忍”
态度，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做
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留死角”，全力维
护社会治安和文明建设。近日，该分局治安
大队成功捣毁一赌博窝点，行政拘留 5 人，处
罚 1 人。
2020 年 12 月初，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
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获悉，在濮阳市华龙区京
开道安泰路口铁龙加油站对面一棋牌室经常
有人打牌扰民，怀疑存在赌博现象。治安管
理大队立即安排警力赶赴现场进行查处。当
场将正在以麻将为赌具进行赌博的娄某某等
四人抓获。经审讯，娄某某等四人对自己的
赌博行为供认不讳。据其交代，四人在赌博
过程中，
老板程某不仅知情不报，
还收取了每
人 50 元的占台费。
办案民警当日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处以
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棋牌室服务员董某迫于
压力，
在第二天到公安机关投案并接受了行政
罚款处罚。但棋牌室老板程某却拒不投案。
2021 年 1 月 10 日，办案民警获悉程某入
住中原路假日港湾商务酒店，
迅速将其抓获归
案。依据法律规定，
警方依法对程某处以行政
拘留的处罚。该赌博窝点终于被彻底铲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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