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从2008年3月起，河南法制报组织开展了“记者基层蹲点日记”新闻采访实践活动：

每月一名记者到基层政法单位蹲点采访，每天写出一篇日记体报道刊发于《记者基层蹲
点日记》专栏。四年多来，本报已有记者48人次深入一线政法单位蹲点采访，发稿940多
篇，该专栏也被评为河南省新闻名专栏。为了进一步深化“走转改”活动，见证一线政法
干警司法为民新举措、新成就、新风采，本报特部署蹲点记者到原来蹲过点的地方进行回
访，并从即日起推出“蹲点回访”专题报道。

□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朱金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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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记者在郸城县蹲
点一个月，见证了一线政法干警的
工作与生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
乐。其中，郸城县公安局民警对工
作的认真与投入深深地打动了
我。今年8月，在离开郸城4年之
后，带着亲切的回忆，我再次走进
郸城公安一线，感受到的是同样优
良的纪律作风和精神风貌，不一样
的是几年的时间内郸城公安积累
了更多的荣誉，以及服务百姓的工
作经验。“郸城县公安局在全市‘中
原卫士杯’竞赛活动中荣获第一
名。”说起这，该局宣传科科长朱金
光语气中充满自豪。

4年前，记者在郸城县蹲点采
访时，奥运火炬在中国传递，奥运
精神在中国凝聚；4年后，奥运圣
火再次点燃，奥运精神从北京延
续到伦敦。4年前，郸城县公安局
局长田豪杰告诉记者，郸城公安
是一支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队
伍。 4年的轮回，郸城公安加入
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
神，局长田豪杰带着这支队伍在
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并
且不断前行。

近年来，我县公安局充分履
行职责，内外挖潜，按照“打防并
举保稳定、创新机制增活力、优化
管理促发展、从严治警树形象”的
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增强人民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总要求，全
警动员，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倾
力构建平安郸城、和谐郸城！

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是一场时刻
都在进行、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下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竭尽全
力维护全县社会大局稳定、尽心
尽力提升打防效能、花大气力提
升公安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遗余
力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集
中警力提升行政管理服务能力
水平、凝神聚力加强公安队伍建
设。全县公安队伍会在县委、县
政府和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
定必胜信心，勇于迎接挑战，通
过全局民警只争朝夕、奋发有为
的努力，以新的战斗姿态，新的
精神风貌，为党委政府分忧，让
人民群众满意，为构建和谐平安
郸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郸城县公安局局长田豪杰

郸城公安:

今年 7月 25日 9时 22分，郸城县公安局 110指
挥中心接群众报警：城郊乡刘双庙行政村村委会办
公室的防盗窗被撬，办公室内的一台电脑被人盗
窃，价值2000余元。局长田豪杰迅速抽调刑警大队
警力成立专案组，在刑警大队副教导员牛庆利的带
领下，对此案件展开侦破工作。

通过梳理同类案件，该局发现自 2011年以来，
郸城县已多次发生此类案件。专案组遂对此类案
件进行并案侦查，通过采取深入群众调查走访、积
极发动群众及看守所在押人员提供线索、分析案情
等方式，经过 9天紧张而艰苦的侦查工作，于 8月 2
日确定了4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8月2日13时许，在周口市公安局业务部门的大
力协助下，4组抓捕人员分别扑向4名犯罪嫌疑人住
处，成功抓获其中3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3人分别

是郸城县城郊乡的赵某、钱店镇的巴某、汲冢镇的黄
某。据他们交代，自2011年以来，他们伙同朱某（在
逃）窜到郸城县城关镇、城郊乡、李楼乡等乡镇，主要选
择政府部门办公室，采取撬门窗入室的方式盗窃财物，
作案6起，涉案金额5万余元。

像这样成功围剿嫌疑人的案件，只是郸城县公
安局所办的平常一案。在日常工作中，该局突出打
击和防范两大主责，明确了“破大案、除黑恶、打盗
抢、追逃犯”为主攻方向，有步骤地先后组织开展了
打击刑事犯罪“春季攻势”、“打击犯罪围剿战”、打
黑除恶、打击“两抢一盗”、“清网行动”及豫皖边界
扫毒等一系列专项斗争，全方位清查整治治安隐
患，成功破获了“1·8”、“3·9”、“4·3”等一大批系列
现行案件，打掉了 17个涉嫌违法犯罪团伙，抓获团
伙成员105人，最大程度地净化了县域社会空间。

今年 7月 23日，一个涉及河南、广东、江西、贵
州、湖北五省的流窜犯罪团伙到郸城县伺机作案，
经过三天的踩点，于 26日 14时 40分尾随银行取款
人进行行凶抢劫，抢走现金 4.6万元。作案后一分
钟内，民警马上布控抓获，将涉案 6人全部抓获，并
追回了被抢现金，带破外地抢劫案件10起。

据了解，在社会治安的防控工作中，郸城县公
安局党委牢固树立“打防并举，以防为主，从源头上
解决案件多发及提高现行案件侦防能力”的指导思
想，不等不靠，积极谋划，争取支持，加大投入，不断
提高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

该局在倾力开展严打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案件
发案情况的分析研判工作，根据案情摆布警力，适
时开展如“大鹏战役”、“区域会战”等专项行动，有
针对性地开展打防工作，遏制案件多发势头。

该局还加强协作配合，不断完善无缝隙的网格
化防控网络，定期参加由政法委书记牵头，综治、公
安、巡防队、综治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互通情况，分
析查找治安防控薄弱环节，商议解决办法，不断提

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同时，该局不断提高城市技防能力水平，探索

提高科技防控能力，加大了对原有城区技防设施的
投入，对城市治安监控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更新，
加装了近百部高清探头，调整了一批布局不合理、
发挥作用不完善的探头。

此外，该局全面提升公安信息化应用水平，加
大公安专业技防设施建设。该局学习外地先进经
验，确立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建设指导思路，进一
步明确了建设重点；改建了 350兆指挥调度通信平
台，实现了全县区域无盲点；多方筹集资金500余万
元，在全市县级公安机关率先安装开通了嵌入式高
清智能卡口系统；购置了五辆移动卡口综合执勤车
（20座），集信息采集（包括人员、电子、视频、声音、
卡口功能）、运兵实战、设卡盘查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

随着大批高科技含量的专业装备陆续投入实
战，郸城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防控的能力得到大
大提升，并在实战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该县交警大队围绕“平安出行问题是最大的民
生问题”，先后打响了“全警交通、平安交通、文明交
通”三大战役，压事故，保畅通。

今年春节前后，在分管交通管理工作的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赵红建的建议下，经局党委研究，在
全县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全警交通”战略，集全警
之智，倾全警之力，组织局机关民警、交警、公路沿
线派出所民警投入保畅通行动，确保哪里出现堵
塞，民警第一时间就出现在哪里，及时疏导交通，并
切实提高每名民警疏导交通的能力。同时坚持严
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查无牌、无证、假牌、套牌
车辆和乱停乱放车辆，严查货车、农用车违章载人，
严查“三超一疲劳驾驶”等行为。

两个月的时间内，该局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10025起，行政拘留 896人。在全省交通管理

“关爱生命、平安交通”竞赛项目中，该局取得了 6
项第一，6项第二，3项第三，总成绩全市第一的好
成绩，被评为全省交通管理竞赛活动先进单位。

此外，该局还组织专人对全县的事故多发点
段，采取一查、二走访、三看的形式，认真排查事故
多发点段和隐患。一查就是对近两年事故卷宗进
行排查，找出发生事故的规律，发现易发生事故的
黑点；二走访就是走访公交司机等其他有关群众，
认真听取他们对事故多发点段的意见；三看就是局
领导亲临现场，找出事故多发点段和隐患的原因。
通过排查，该局共查出郸王公路、郸石公路、商临公
路等10条道路上35个事故多发点和隐患点。根据
排查情况，该局与有关单位联合行动进行治理，增
设交通标志设立事故多发点段警示标志，最大限度
地消除了事故隐患。

今年以来，郸城县公安
局局长田豪杰、政委李恒新
带领广大公安民警，以精力
向案件倾斜、警力向基层倾
斜、保障向刑侦倾斜等“三个
倾斜”的导向性措施，带领全
县公安民警战斗在打防刑事
犯罪工作第一线，取得了上
半年全市“中原卫士杯”竞赛
活动综合成绩第一名。其
中，严格落实命案侦破和重
大警情处置应急分队24小时
驻勤制度，确保了一旦发生
命案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响
应、快速出警、快速控制，实
现了现行命案的发一破一；
坚持多破案、多抓捕、全移
送，确保了战果的及时转化，
实现了百名民警起诉犯罪嫌
疑人数全市第一；坚持整体
推进，打黑除恶、打击多发性
侵财犯罪、追捕逃犯、打拐等
重点项目均排在全市前列。
为表彰先进，激励斗志，鼓舞
士气，市公安局决定，对郸城
县公安局予以通令表彰，并
颁发奖金3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该
局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而
是来源于多年来一直注重修

“内功”，坚持“抓作风、树形
象、保稳定”的总体工作思
路，建设出了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
正的队伍。

为此，该局深入开展人
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县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打牢
广大民警执法为民的思想基
础，增强民警的大局意识、政
治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
和法治意识；深入整改思想，
解决现实问题，在活动中深
入开展民警职业道德教育，
大力弘扬河南公安及周口政
法精神，努力做到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切实担负起巩固
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
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同时，该局还积极开展
“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活
动。根据上级公安机关和县
委的统一部署，在县委的正
确领导、精心指导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该局成立
了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
制订了活动方案，在认真完
成规定活动的同时，创造新
形式，增加自选动作。目前，
该局学习实践活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标，社
会各界反映良好，受到了县
委、县政府和县委政法委的
充分肯定。

▲靠前指挥

▲法治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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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年以来，郸
城县公安局综合打击效
能连年攀升，共刑事拘留
各类犯罪人员232人，逮
捕213人，抓捕网上在逃

人员225人，累计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201起，破案率同比上升
50.2%，其中现行命案侦破连续
三年实现侦破率100%，刑事发
案同比下降20.3%。

通过上半年全县公安机关和
广大公安民警的不懈努力，在
2012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中
原卫士杯”破案追逃竞赛活动中，9
个县（市）中郸城县公安局位居第
一名，个别单项成绩如命案攻坚、
打黑除恶、追逃、起诉等工作保持
在全市第一。在全市29个城区派
出所中，该县公安局南关派出所竞
赛得分全市第一，在167个农村派
出所竞赛得分前10名的单位成绩
排名中，该局占两席。

采访中，卖水暖的老板牛宝林
告诉记者，在郸城生活“安心得很”。

深化“走转改”见证司法为民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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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民为郸城县公安局颁发奖金周口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民为郸城县公安局颁发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