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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警方隆重举行
庆祝首个人民警察节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和全
国公安机关第 35 个 110 宣传日来
临之际，1 月 10 日上午，新县公安
局在县政府广场隆重举行庆祝首
个人民警察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县
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长张毅，在
家局党委成员、各所队室负责人及
公安民警代表等 100 余名民警参
加，
活动由公安局副局长张涛主持。
活动在雄伟激昂的中国人民
警察警歌中拉开帷幕。县公安局
各警种部门民警组成的队列方阵
在政治处主任胡冬生的带领下重
温入警誓词。

张毅在致辞中指出，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展望 2021，全县公安
机关要满怀创业热情、充满奋进豪
情、释放拼搏激情，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训词精神，按照“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牢记殷殷嘱托，忠诚履
职尽责，以建党 100 周年安保为主
题，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新县”
建设为抓手，全力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现场还放了警械武器装备、涉
案赃款赃物、宣传彩页、警务服务
咨询台等内容，民警们向活动现场
群众宣传安全防范知识，讲解各警
种近年来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
维护稳定等工作中取得的丰硕实
绩。
本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人民
群众自防、自护、自救能力，密切联
系了与人民群众的警民鱼水情深，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
理解关爱和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群
众的高度赞扬。①
胡建

再出重拳 伊川公安端掉两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秀琴 通讯员 崔琦 蒋雅蔚 石伟召
近日，伊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再出
重拳，在县城成功捣毁两个“贷款
类”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8
人，为霹雳 1 号行动献礼。
据悉，2021 年 1 月 7 日，伊川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称县
城北花坛附近某出租房屋内，有人

从事“贷款诈骗”犯罪，经过前期侦
查，认真梳理，在洛阳市公安局反
诈中心和技侦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精准掌握两个“贷款类”诈骗窝点
从事假借放贷，骗取受害人“解冻
费、验资费、认证费”等各种费用，
涉案金额高达 30 余万元。1 月 9
日，办案民警将 8 名犯罪嫌疑人一
举抓获。
经审讯，8 名犯罪嫌疑人对从

事“贷款类”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伊川警方已对 8 名犯
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接下来，伊川警方将继续加大
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打击
力度，多方发力，继续深挖线索，在
打平台、打资金、打链条上狠下功
夫，争取进一步扩大战果，保护一
方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①

新县公安局开展
“一封廉洁家书”
活动
打造家庭助廉优生态
为深化“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主题教育活动成果，弘扬
“崇廉倡廉助廉”的家庭美德，在公
安机关营造“风清气正”廉政氛围，
助力红廉单位创建，2020 年 12 月
中旬以来，新县公安局在全局范围
内组织开展了“一封廉洁家书”主
题征文活动。
公安局局长张毅、政委李长文
均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多次听取汇
报，询问活动进程和征文报送情
况，局长张毅还对每一篇报送作品
认真阅读批注。县纪委监委派驻
第十五纪检监察组全员上阵，对活

动予以全程指导，并对收集上报的
征文进行修改、点评。
自活动开展以来，引发了全局
各单位警务工作者及警属的积极
参与，共收到主题鲜明、内容鲜活
的家书 32 封。参与者紧扣廉洁主
题，有与自己的对话、也有对家人
的叮嘱、对儿女的殷殷期盼，还有
警属对警察的希冀，内容从不同角
度不同侧面阐述了廉洁与工作的
关系、廉洁对家庭幸福和谐的影
响；畅谈了自身对廉洁奉公的认
识、抒发对亲人的关爱之情以及对
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与活动人员纷纷表示，在撰
写“廉洁家书”的过程中，不仅提高
了自身对廉洁自律的认识，也增强
了一份深深的家庭责任感，表示为
了公安事业的发展，为了家庭的平
安，会与家人一起筑起一道红色的
防线。
通过认真组织初选，经专人公
正 公 平 的 评 审 ，共 评 出 一 等 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
奖 4 名，后续获奖作品将在新县公
安局新媒体陆续进行宣传推广，进
而巩固廉洁教育成效，传播廉洁正
能量。①
陈慧

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
扎实推进
“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见习记者 于彦鹏
通讯员 冯永华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安
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聚焦公安机
关主责主业，紧盯各类风险隐患，
通过组织“六起来”活动，组织全警
参战，全面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专
项行动向纵深发展，全力维护辖区
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为强化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
和重点部位守护工作，分局所有
单位参与街面巡逻，所有巡逻车
采取有警接警、无警巡逻的方式，
在辖区内展开全天候、无死角巡
逻，成了辖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让群众感到更安心。
“ 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以来，分局共组织警车
巡逻 540 余次。

分局 63 名社区民警全部深入
辖区，与社区人员一道，在辖区内
巡逻，他们手持小喇叭，喊着防范
口号，不仅有力震慑了犯罪，更让
群众感到警察就在我身边！行动
以来，社区民警共参与巡防防范
203 次。
分局在辖区广泛悬挂标语，让
群众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同
时，民警采取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不仅有力提高了群众自我安全防
范意识，更树立了分局民警的良好
形象。截至目前，分局共悬挂标语
630 条，举行集中防范宣传 9 次。
社区民警采取召开座谈会的
形式，广泛听取民意，促进公安工
作更好开展。行动以来，共召开警
民恳谈会 5 次，87 名群众参加了恳
谈会，收到建议 8 条，有利促进了

警民关系进一步和谐。
2020 年 12 月 22 日，分局组织
开展了“平安守护 1 号”集中清查
行动，对辖区内的大型商场、宾馆、
网吧、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城乡接
合部等重点部位、重点人员和重点
物品进行了集中清查。共出动警
力 297 人，排查大型商场 17 个，内
保单位 66 个，宗教场所 3 个，旅馆
及具有留宿功能的洗浴、足疗、按
摩场所 83 个，各类重点人员 256
人，寄递从业单位 36 家，行政拘留
6 人。
结合当前开展的“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分局向各类违法犯罪发
起凌厉攻势。半个月来，分局共刑
拘 18 人、行政处罚 26 人，有力打
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让群众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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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
民警为农民工
追回 82 万余元工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秀琴
通讯员 李建存
近日，河南省公安厅第一工程公安
局第二分局以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为目
标，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根治拖欠
“暖
冬·温暖农民工回家路”
专项行动。
该分局民警在辖区向施工企业和广
大农民工讲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相关条文，
提高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
工资的自觉性、主动性，
增强农民工依法
理性平和维权思想意识，消除了影响社
会大局安全稳定不利因素。
民警开展工地走访座谈，
针对农民工
反映的欠薪情况当场登记，
并与企业相关
责任人及时沟通联系，
督促做好工资清算
支付工作。在发现有欠薪行为后，
分局安
排专职民警全程跟进，
保持企业负责人、
讨
薪人员沟通联系，
随时跟踪寻访农民工工
资支付进度，
确保了欠薪隐患解决彻底。
行动中，
该分局出动警车 20 余台，
出
动警力60余人，
摸排企业单位18个，
走访
群众 210 余人，
消除欠薪矛盾纠纷隐患 7
起。先后督促协调洛阳轨道交通 1 号线
土建工程 02 标项目、中铁隧道集团建设
有限公司建业房建等项目向 60 余名农民
工合法支付所欠的工资款82万余元。①

省警察学院学生
赴新县公安局开展实习
1 月 14 日下午，新县公安局迎来了
河南省警察学院 48 名实习生，为更加有
序地开展工作，新县公安局在 806 会议
室精心组织了实习生见面会，就此开启
了 48 名大学生在新县公安局为期半年
的实习历程。
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李长文出席
会议，
全体实习生以及接收实习生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政治处主任胡冬生
主持。
见面会上，
政委李长文代表局党委对
河南省警察学院实习生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
并着重介绍了新县红绿古资源，
对实
习生们寄予殷切希望。
对于实习应注意的具体事项，
李长文
做出了细致安排：
一是要注意安全。公安
机关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大家一定要
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开展执法执勤工
作，
注意人身安全、交通安全、执法安全，
尤其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大家一
定要做好卫生防疫措施，
外出执法执勤一
律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
确保自身安全无
虞。
二是要认真实践。要珍惜机会，
甘于
吃苦，
不断锻炼和提升实际工作能力，
增
强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增
强群众工作能力，在实习中积累工作经
验，
为以后步入社会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三是要遵守纪律。要严格遵守公安机
关的各项纪律规章和实习守则，
不得单独
执法办案，
不得不经批准私自外出，
在工作
学习生活中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体现警校
学生纪律严明、
整齐划一的精神风貌。
最后，
李长文对各接收单位提出相关
要求，
对实习学员进行分配并致以美好祝
愿。见面会结束后，
学员们跟随前来迎接
的实习单位负责人前往实习单位。①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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