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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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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守护万家平安

三门峡：高擎利剑严打严防 清源净土保平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屈灵合 文图
处暑已过，秋意渐浓。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三门峡市公安民警也收获了他们辛勤耕耘劳作而来的百日成果——“百日行动”自 6 月底
部署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 55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41 人，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3501 个，抓获
现行违法犯罪人员 496 人，在逃人员 127 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74254 起。
累累战果背后，是全市公安机关心怀民生大计、一心为民谋福祉的爱民实践，是广大民警高擎利剑、夜以继日
严打严查严防的“硬核”实力和担当。

高位部署精心组织
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猛攻
使命在肩，
初心如磐。
公安部部署开展夏季治
安整治“百日行动”以来，三门
峡市局党委秉持初心使命，高
位部署、精心组织，市县两级
公安机关均成立“一把手”任
组长的领导小组，班子成员分
兵把口，工作专班实体运行，
统筹推进专项行动有序开
展。市局专项办坚持日通报、
周研判、月讲评，17 个参战警
种部门严格落实“周工作推进
灭”，疫情防控中公安力量获
法”
，压实责任、压茬推进。
得了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和
坚持党建引领，
市局以
“喜
高度评价。
迎二十大、忠诚保平安”为载
一场又一场硬仗打下来了，
体，加强政治动员、谈心谈话，
“百日行动”
取得了显著成效。
激励广大民警、辅警积极到一
线当先锋、打头阵，先后抽调
多线作战攻坚克难
40 岁以下机关党员民警 106
持续掀起多波次行动高潮
名组成青年突击队，积极到一
线当先锋、打头阵。市局青年
不畏艰难，笃定前行。
突击队、特警、交警联合驻守
“百日行动”是全市公安
G30连霍高速豫陕界公安检查
机关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主
站，充分发挥“过滤器”
“ 防火
动仗、合成仗、攻坚仗。全市
墙”
作用，
确保了人车物干净放
各地公安机关多线作战、攻坚
心，
守牢了河南
“西大门”
。
全市公安民警勇担重任、 克难，持续掀起了多波次行动
高潮。
认真履职，以雷霆万钧之势迅
聚焦“百日行动”打击重
速向各类违法犯罪发起了凌
点，
持续组织
13 个打击部门
厉攻势——
开展
“利剑
3
号”
“雷霆 6 号”行
打掉了一批犯罪团伙。
动，
破获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灵宝市公安局狠抓矿山秩序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
整治，打掉了一个涉矿犯罪团
童案件等刑事案件 106 起、抓
伙，刑拘 8 人；打掉了聚赌窝
获嫌疑人 425 人；破获各类盗
点一处，抓获 15 人。湖滨公
抢骗案件 202 起，抓获嫌疑人
安分局破获一起特大“ 杀洋
241 人。
盘”电诈案件，抓获 42 人、查
依托“情指勤舆”一体化
扣手机 100 余部、电脑 200 余
实战机制，强化研判预警等，
台，涉案虚拟币价值 2800 余
24 小时全天候联勤联动，每
万元。陕州区公安局打掉盗
日全市常态保持 130 辆巡防
窃“三车”团伙 4 个，抓获嫌疑
警车、830 名巡逻警力屯警街
人 17 名，破案 28 起。卢氏县
面，见警率、盘查率、管事率明
公安局捣毁一个为境外提供
显增加。9 月 10 日 21 时许，
通讯支持的诈骗窝点，抓获嫌
一群年轻人在虢国路植物园
疑人 11 名。义马市公安局侦
后门约群架，附近特警队员接
破省厅挂牌督办的网络赌博案
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抓获 7 人，
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0 余
人，
冻结涉案资金500余万元。 细致了解起因原由，深层次化
解矛盾纠纷，预防了案事件发
8 月份，新一轮新冠肺炎
生。
“百日行动”以来，夜市、娱
疫情在这个秋天来势汹汹，三
乐场所等重点区域警情明显
门峡一场保卫群众生命健康
下降，街面“两抢一盗”刑事立
安全的“战役”打响了。全市
案同比下降 38.61%，治安受
广大民辅警迅速集结，昼夜奋
案数同比下降 15%。
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社区随
在打击食药环领域违法
访、治安巡逻、交通疏导，与病
犯罪方面，
全市公安机关开展
毒较量，与时间赛跑，用最高
破案攻坚和集中收网行动。
标准、最严要求、最实措施筑
灵宝市公安局查处生产销售
起疫情防控安全防线。经过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
18 个昼夜连续奋战，迅速将
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及
病 毒“ 圈 住 、封 死 、捞 干 、扑

开展集中巡查宣防行动，
构建和谐环境。

时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渑
池县公安局破获两起假药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7 人，扣
押保健药品 150 余万粒，涉案
价值 1000 余万元。义马市公
安局侦破一起污染环境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17 人，捣毁生
产、销售窝点 3 处。卢氏县公
安局破获一起非法采矿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5 人，查获非法
采挖砂石毛料 8.4 万余吨，涉
案价值 90 余万元。经济开发
区分局民警夜间巡逻查获一
辆流动加油车，现场抓获犯罪
嫌疑人 2 名，扣押汽油 500 余
升，
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
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严密组织三次全市集中巡查
宣防行动。市、县两级公安机
关党委成员按照分工以身作
则、实地指导；业务警种部门
下沉一线、分片包干；派出所
长发挥职责优势，加强沟通协
调，整合综治、消防、社区、网
格等社会力量参与清查行动，
形成“政府支持、公安主导、警
种联动、全民参与”的良好格
局，检查场所部位 9376 家次，
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2242 个，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9945 起。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中，联合城
管、工商、商务等部门开展“扫
街”行动。这是一次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阶段后，针对疫情
防控、治安隐患、违法犯罪、复
工复产开展的社会面综合治
理。271 名机关民警下沉基
层，280 余名机关干部、群防
群治力量共同参与，确保了全
市社会治安大局平稳。自 9
月初开展“扫街行动”以来，市
区有效警情、刑事警情、治安
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8.01%、
50.79%、50.76%。
“扫街行动”
是一个创新举措，严密织牢打
防犯罪“高压网”，有力保障了

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了全
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贴近群众守护群众
帮助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实干担当，
履职为民。
民生利益无小事，一枝一
叶总关情。陕州区一老汉丢失
了一头待产的母牛，陕州区民
警翻山越岭在山林里展开搜
寻，
历经 3 个小时，
在距走失现
场七八公里一河沟处，找到了
老人丢失的牛，
令人惊喜的是，
这头大牛已生下小牛。卢氏一
男子醉酒落入湍急的河流中，
情况紧急，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成功将其救出险境。义
马商户李女士将一面写着“执
法为民，一身正气，维护正义，
两袖清风”
的锦旗，
送到义马市
泰山路派出所，感谢民警为她
解决了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
纷。在高速公路上，施工队与
村民因占地问题争执不下，陕
州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了解
情况，进行调解，成功化解纠
纷，
避免矛盾升级，
赢得了企业
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8 月 20 日 ，高 铁 南 站 数

十名乘客因静态管理无车可
乘、路边徘徊，执勤民警为他
们送上口罩和瓶装水，帮助
解决出行问题。高风险小区
内，一居民急用药品送不进
来，
“ 封控区”执勤人员秒变
“ 快 递 小 哥 ”送 到 居 民 家 门
口 。 8 月 22 日 8 时 许 ，一 位
母亲抱着孩子看完病后没车
回不了家，民警看了她们的
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后，
开车将其送回家中……全心
全意守护在群众周围的公安
民辅警就如同群众的手和
脚，解决好群众急于解决的
问题，为群众送上满满的关
爱和温暖。
“百日行动”中，三门峡市
公安机关建立“大宣传”工作
机制，全警有责、全媒联动，开
辟三门峡公安新媒体矩阵“聚
焦百日行动”话题专栏，采取
图文、视频、漫画等宣传形式
集中报道“百日行动”成果，在
中央级媒体发稿 85 篇、省级
媒体发稿 356 篇、网络媒体发
稿 310 篇，典型宣传 83 人次；
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发送各类信息
4840 条，奏响“百日行动”主
旋律。
通过抓宣传、促防范、压
发案、保平安，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警营中也涌现了不怕辛劳敢
于担当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
迹。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的高
速交警李立红、
“我是党员，我
先上”的卢氏县公安局警令部
主任杨宗有、不畏凶险逆行而
上的交警支队“60 后”护运团
队等等，这些先进人物先进事
迹将继续激励全警担当作为，
激荡凝聚强大力量和奋斗豪
情。

雷霆出击，
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