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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 为做好辖
区冬季消防安全工作，有效
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卫溪派
出所结合正在开展的“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采取三项
措施不断提高辖区防火能
力，确保冬季消防安全。

强化安全隐患排查。
要求辖区民警全面检查，加
强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等的
日常消防安全动态监督指
导，组织防火演练，认真清
理排查火灾隐患，落实责

任、强化措施、限期整改。
并结合辖区火灾特点，研究
治理措施，层层签订消防安
全责任书，把消防安全工作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结合
起来，使消防安全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

强化宣传教育。要突
出抓好消防宣传进基层，有
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宣传消
防知识和发放资料，大力宣
传普及冬季安全用火、用
电、用油等防火常识及逃生
自救知识，结合典型火灾事

故案例，不断提升群众了解
掌握逃生自救、防范措施、
灭火方法。把消防宣传的
触角延伸到辖区每个角落。

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监
管。积极创建“机构完善、
职责明确、监督有力、奖惩
与责任落实”的消防安全监
管机制。实现群防群治，努
力构建辖区防火体系，同时
消防监督人员定期检查指
导，提高了群众的消防安全
防范水平，确保辖区防火监
督工作稳步发展。

浚县公安局
加强冬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为进一步强
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忠诚教育，
切实增强广大民警的职业荣誉
感、归属感，增强队伍凝聚力、
向心力，2月1日，山城区公安
分局举行民警光荣退休暨新警
入警宣誓仪式，分局在家班子
成员、各派出所、局直各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和即将退休的王巨
炜、8位新入警民警参加了仪
式。仪式由该分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李红斌主持。

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
中拉开序幕。办公室王晓东将
王巨炜的从警故事《无悔从警
路，丹心映忠诚》娓娓道来，在
座民警感同身受，同时也激发
了新入职民警的从警热情。该
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益民为

王巨炜颁发了光荣退休纪念
品。随后，新入职民警分别作
了简要的自我介绍，并结合自
身畅谈入警理想。

王益民指出，希望王巨炜
同志永葆人民警察的风范和气
节，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
安工作，为山城公安发展建言献
策。同时，对8名新入职民警，
王益民局长强调，在今后的从警
生涯中，要以身边模范人物为
榜样，让全警争做文明之人、善
行文明之事、洒播文明之光，展
现给山城百姓温暖的平安之
光。

最后，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益民带领大家重温入警誓
词，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警
察警歌》中落下帷幕。

本报鹤壁讯“不惧艰
险、担当有为、惩恶扬善、真
诚为民”，是淇县公安局西
岗派出所所长姜国杰18年
从警生涯的真实写照。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
就 是 命 令 ，防 控 就 是 责
任”。2020年1月24日，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
姜国杰顾不上腰椎间盘突
出复发的疼痛，迅速投入到
疫情防控阻击战之中，一个
月昼夜奋战，在他的组织带
领下，派出所全体民警、辅
警共检查各类过往卡点车
辆 935 辆次、人员 1126 人
次，协助镇村干部排查隔离
湖北含武汉返乡人员 158
人、除湖北其他省市返乡人
员334人。并打响了全市
打击涉疫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一枪，共行政拘留11人、

罚款16人、警告5人，维护
了全县疫情期间的社会治
安大局稳定，受到了上级的
通报嘉奖和群众的充分认
可。

扎根辖区、心系群众，做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作为所
长的姜国杰，几乎每天都深
入辖区走访，倾听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同时，牢记警察使
命，惩恶扬善、严打破案，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惩恶即是扬善，只有
严厉的打击违法犯罪，才能
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姜
国杰说，凭着为民服务的情
怀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迎难
而上，勇于担当，带领派出
所全体民警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达到800余起，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分子600余人，
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安居
乐业和社会的发展稳定。

姜国杰凭着对公安事
业的满腔热血和为公安事
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实
践了一名人民警察对平凡
的超越。从普通民警到业
务骨干，从业务骨干到政治
指导员，从政治指导员到基
层派出所“一把手”，他一如
既往，始终坚守在基层一
线，履职尽责、务实工作，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新时
代人民警察“爱岗敬业、拼
搏进取、无私奉献”的价值
追求和光荣使命。

辛勤的付出换来丰硕
的回报，各种荣誉纷至沓
来，他被河南省公安厅评为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先进个
人”，“大练兵先进个人”，被
中共淇县县委、淇县人民政
府评为“十佳政法干警”，先
后受到嘉奖6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1次。

本报鹤壁讯“30多年
的‘黑户’生活结束了，终于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办理社
会保险、合作医疗了，压在
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
这要感谢派出所民警的不
懈努力和热情服务”。拿着
崭新的户口本，河南省浚县
新镇镇牛村张某某激动地
说。

日前，新镇镇牛村村民
张某某在村两委干部陪同
下，给浚县公安局新镇派出
所送了一面锦旗，对民警为
张某某解决了30多年的户

口难题表示感谢。
去年12月份，新镇镇

牛村村民张某某到新镇户
籍室反映其无户口问题，户
籍民警通过询问了解到牛
村村民张某某从小与家人
失散，只知原籍是云南省
的，具体地址不知道，与家
人失散后四处漂泊，在河南
封丘、原阳一带打了几年
工，1990年前后与牛村村
民张某军结识并以夫妻名
义生活至今，生育二子，三
年前张某军病逝，小儿子未
成年，家里欠了不少债，生

活困难，之前想补录户口因
为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导致张某某的户口一直未
解决。

户籍民警在得知张某
某的情况后，立即向所领导
汇报，新镇派出所包村民
警、辅警多次走访调查核
实，为张某某采集人像、血
样、登寻亲公告，详细收集
张某某补录户口所需材料，
并积极与上级户政管理部
门沟通，经上级部门审批，
为张某某解决了30多年的
户口难题。

浚县公安局新镇派出所
为群众解决30余年户口难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淇县公安民警姜国杰：
用忠诚守护辖区平安

山城区公安分局举行
民警光荣退休
暨新警入警宣誓仪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侯超

本报濮阳讯 清丰县公安
局柳格派出所民警李亚斌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创新工
作模式，实行“清单化”管理，建
立健全清单化明责、痕迹化履
责和台账化落实工作机制，让
每天的工作“落实纸上、一目了
然”，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公安
业绩争创一流。尤其是在当前
开展岁末年初“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中，该同志带领全所民警
辅警“清单化”模式，推进各项
工作晋位升级。

“清单化”管理就是针对基
层派出所公安工作，建立清单
台账，对派出所公安工作内容
进行细化、量化，形成清晰明确
的清单，严格按照清单执行、推
进、考核的管理方式方法。就
是把要做的事情或不准做的事
情一一罗列出来，明确目标、时
间节点、责任人员。“清单化”管
理分为目标清单、责任清单、日
志清单、专题清单、执行清单、
底线清单等六种清单，目的就
是在于提高派出所的管理水
平、服务水平、打击效能、绩效
考评等工作。

“清单化”管理明确派出所
工作的目标。清单列清每周、
每个月和全年的目标是什么，
让民警和辅警干工作有目标，
有方向，使民警和辅警干起工

作来思路更加清晰具体，工作
更加灵活简单，用目标清单引
领派出所各项部署。

“清单化”管理明确派出所
工作的责任。将具体业务责任
到民警和辅警，明确民警和辅
警的职责和权力。要求民警和
辅警每天每人要为派出所完成
3至5件事。将民警和辅警每
天要完成的工作和已完成的工
作内容填写到日工作清单上，
全都“晒”到每日工作清单上。
同时狠抓工作重点、难点，紧紧
围绕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专题
研究，成立专班，集中攻坚，破
解难点。

“清单化”管理明确民警和
辅警的底线。要求民警和辅警
讲原则，守规矩，知敬畏，守底
线，让民警和辅警用底线原则
来办理案件，防止民警和辅警
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警钟
长鸣，确保队伍上不出问题。

通过“清单化”管理模式运
行，民警李亚斌带领民警和辅
警把公安工作开展得更加有条
理，更加有成效。一年来，刑事
拘留和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67
人，公诉47人，抓获网上逃犯
16人，破现案53起，化解纠纷
368起，治安处罚56人，派出所
各项工作在全局名列前茅。

□谷武民 安立军 任文豪

“清单化”管理模式
争创一流公安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