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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公安局“追逃会战”和打击盗抢机动车专项行动纪实

□任君箫 郭柯岩范岚梓

开展“一村一警”工作以来，郸
城县公安局政工室民警率先垂范，
在深入学习“一村一警”长效机制
建设包村民警工作规范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入户走访活动。近日，该
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李越携政
工室全体民警，冒着绵绵秋雨，深
入李楼乡5个行政村走访调研，走
进孤寡老人、贫困学生、残疾人员
等特困对象家中，开展“一对一”帮
扶工作。李楼乡李寨村李某年迈，
老伴杨某常年瘫痪在床，家庭生活
困难，在接过慰问金时热泪盈眶，
他双手握住包村民警的手，感激地
说：“感谢政府，感谢公安局。”

通讯员 朱金光 孟令康 摄影
报道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批评的声音虽然刺耳，但批
评声中自有良药、忠言。党员干部要把
批评当作最好的帮助，理性对待批评，才
能更好地推进基层建设发展。

要广开言路。基层战士常年战斗在
一线，最有发言权。广大党员干部要广
开言路，才能听到更多的批评之声，切实
改正问题。要充分用好意见建议箱，电
子邮箱等载体，广泛听取战士的意见建
议，查布置工作存在的不足，提高自身能
力，把工作落到实处。

要心胸开阔。周总理参加政协会议
时，因故迟到四分钟，为此专门向与会代
表道歉，说明缘由。这件事展示了总理
博大的胸怀。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
干部听不进逆耳之言，长此以往，必将威
信扫地。基层干部闻过则喜，大家才愿
意多提意见。要多一些雅量，面对批评，
以诚恳的态度接受批评。谨慎个人言
行，虚心改正错误。

要善于纠正。古人云：“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认错需要勇气和
态度，但改错却是要制定出既能遏制前
面错误的坏影响，又能解决原有问题的
新方法，这需要的是创新工作的能力。
要善于分析总结，常思错之源，常思过之
责；要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注重实效；要
注意反响，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慰问困难户

善把批评当动力

□武警周口支队 赵涛张永华

近期，周口市公安局在全市组织开展了
追逃会战等专项行动，多措并举，多警联动，
全力抓捕各类在逃犯罪嫌疑人，严厉打击各
种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追
逃会战”成绩喜人，今年全市逃犯下降数及下
降率均位居全省第一，逃犯抓获总量位居全
省第二。10月10日，省公安厅向该局发来贺
电，贺电称：欣悉你们网上逃犯抓获总量和逃
犯总数下降率始终位居全省第一，追逃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特致电表示祝贺，并向全体参
战民警致以亲切慰问！

抓好基础 强推侦破工作
该局仅仅围绕省公安厅工作指示，开展

追逃会战结合反暴恐工作，全面做好社会信
息的采录工作，推进刑事技术工作建设，消灭
空白点。

针对周口信息采录工作合格率低、采集
人员过分依赖机器的特点，该局提出了三个
要求。一是要全面完善采录的信息。即犯罪
嫌疑人到案后，血样、指纹、足迹等信息要一
并提取到位，严防漏采现象。二是要狠抓录
入质量。强力推进如立案工作，采取“谁出
警、谁录入”的原则，强抓录入质量，必要时支
队要就案件质量问题进行专门培训，实行责
任倒查，避免出现错采问题。三是要提高采
集人员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在机器故障时，采
取手工采集，确保信息的及时采集。

全面推进刑事技术工作，增进公安现场
勘查设备，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录入质量；同
时抓紧筹建市局警犬基地和抓紧在有条件的
县局建立DNA室。市局DNA室的同志要提
升提取和检验能力，在发生重特大刑事案件，
DNA 室要有专人到现场提取生物检材。要
抓紧建设，其他地方要进入采血程序，进而大
幅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录入质量。

强盯不懈 力降网上逃犯存量
“追逃会战”是省厅继“清网行动”后再次

强调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据周口逃犯量的严
峻形势，该局对此次行动做了严密布局，要求
各地做到：一是严格落实“一逃一档”规定和
落实“五定一包”措施，抓捕网上命案逃犯。
二是规劝轻伤害和交通肇事逃犯。三是整体
联动，坚持全警追逃。

9月，周口警方远赴厦门将涉嫌故意伤害
罪，逃亡4年的王某抓获。2010年1月王某因
不满意医生丁某的治疗结果，用刀将其砍伤
后在逃，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今年 9 月 20
日，民警得到王某在厦门的线索后，立即前往
厦门。最终，在当地派出所的大力支持下，警
方于9月28日将王某成功抓获。

开展追逃行动以来，周口市形成“全民动
员、全警参与、警民联手、劝抓并举”的追逃局
面。网上逃犯总量从行动前的 1477人下
降至 928人，下降率 37.17%，抓获逃犯 500
多人，有力地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有效地遏制了各类刑事犯
罪的高发态势，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全力维护
了该市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治安秩序平稳。

多措并举 侦破命案要案
“破案”一直是衡量公安工作的首要标

准，命案的侦破则是重中之重，命案的侦破，
有利于及时消除社会影响，维护治安大局稳
定。目前，全市现行命案发45起，破43起，破
案率为 95.56%，7 月 15日至 17日三天时间内
连克 3 起积压命案，展现了周口公安攻克大
要案的能力和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决心。

6 月 25 日 11 时许，西华县艾岗乡人刘某
因矛盾将同村村民刘某某 9 岁的儿子杀死。
接报后，民警全面查清了嫌犯的家庭和社会
关系，全力开展劝投工作。7月16日11时许，
刘某在汤阴县与其家属联系，其家人立即向
公安机关反映。汤阴县公安局迅速将犯罪嫌
疑人及时控制，成功破获案件。

7 月 13 日中午，川汇区北郊乡村民秦某
与同村的王某发生冲突，当天 21 时许，秦某
持刀将王某捅伤致死。案发后，专案组分析，
此案死者存在过错，嫌犯秦某系激情杀人，有
较好的规劝条件，立即对其大哥、妻子、子女
进行规劝。最终，秦某迫于强大的心理压力，
于7月17日晚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今年对于侦破命案，该局继续坚持“一长
双责”、“整体作战法”等机制，创新“命案攻坚
快速反应机制”，首先重视积压案件的侦破，
尤其是命案积压问题严重的地区，努力做到

“零”积压；其次确保新发命案发一破一；最
后，该局在努力保证辖区内不发命案的同时
通过努力，打击、调解、救治等各项工作，避免
发生一些可防性命案。

综合打击 提升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公安的不满意，多数集中在对盗

贼劫匪、盗抢案件高发等一些侵财事件上。
近日，项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掉一系列入
室盗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侦破案件
13 起。今年 8 月份，项城市发生多起入室盗
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主要针对“无人户”作案，
将受害人家中电器、车辆等东西盗走，有时一
天作案多起，影响恶劣。案发后，项城警方高
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李某、连某、许某，并于9月将3人先后抓获。

据了解，2008 年到 2013 年，周口的起诉
数连年上升。该局今年开展“打盗抢、反暴
恐”专项行动，高压惩治“两盗一抢”。行动期
间，全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上岗，严格落
实各项工作措施，首先对于省、市督办案件
进行全力侦破，遏制地域性职业犯罪的高
发态势，打击盗窃、诈骗犯罪取得更大突
破。通过对团伙盗窃系列案
件的侦破，使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达到综合打击效能和群
众满意率大幅提升的双赢目标。

披荆斩棘 维护群众利益
履行打假职责，净化市场环境。今年以

来，郸城、沈丘都侦破了特大持有、运输假币
案，受到了部、厅两级公安机关贺电表彰。为
促进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该局按照省厅
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打假”
集群战役，严厉打击假币等活动。全市公安
机关全警动员、全员上岗，市县联动、区域互
动，严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各地也加快开展
线索收集、研判，组织优势力量开展破案攻
坚，掀起了第一波集群战役打击高潮。

2014 年 4 月，扶沟县烟草局反映县城区
有 30 余家烟酒副食店出现假香烟，数量较
大。扶沟警方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得知当
天多个商家发生两名男子买香烟后无故退货
的可疑情况。最终锁定了董某、王某、董某某
3 名犯罪嫌疑人，并于 5 月 1 日上午将 3 人一
举擒获，当场缴获真烟18条、假烟22条。

为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切实提高公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打假工作不但要推进
度，还要注重战果转化，为避免缺项、漏项，经
侦、治安等部门要相互配合，形成全环节、整
链条、全方位的工作机制，而各部门打假战果
将计入全局打假成绩。

拳拳服膺 打黑除恶为民心
为一市服务，促一市发展，保一市平安。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继续深化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周口
市打黑除恶工作向纵深发展，该局已做好全
面涉黑线索摸排、恶势力团伙侦办和黑恶线
索查证的工作，严打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营
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有力地促进全市经
济健康快速发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切实关注和
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是要有的放
矢，精准打击。以县级公安机关侦办为主，市
局负责指导，视情建议异地用警或直接参与
侦办，采取各种超常规措施，要注重依法严厉
打击侵害、威胁当地治安的黑恶势力与组织，
对危害严重的恶势力犯罪组织，要及时收集
固定证据，重点打击。二是坚持“黑恶必除，
除恶务尽”，各地对侦查涉嫌黑恶犯罪案
件，在警力、经费等方面要充分保障，
要做好与法、检等部门的
协调工作，加强各

部门的
配 合 。
市 、县 的 各 部
门、各警种要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密切
配合、通力协作，着力
打好合成战。三是不
断创新打黑除恶工作机
制，着力提升打黑除恶的能
力和水平。对于各级“打黑办”
及各级领导的批办件实行责任
到人，经核查属于黑恶犯罪的，要
组成专案组，拿出侦办意见，按要求
开展工作。经查构不成黑恶犯罪的，
局长、主管局长、主办侦查员都要在
办结报告上签名，以备责任倒查。

利剑出鞘
禁毒工作再创佳绩

有毒必肃，贩毒必惩，吸毒必戒。该局开
展集中收戒吸毒人员专项行动，各单位行动
迅速，结合本地实际，明确工作重点，采取有
效措施，组织民警加班加点对吸毒违法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有效净化辖区社会风气，维护
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全市公安机关集中收戒吸毒人员专项行
动自开展以来，共强制隔离戒毒 38 人，新发
现吸毒人员 21人，缴获海洛因 4.5克，移送起
诉毒品犯罪嫌疑人 6 人，带破其他刑事案件
13起。以此次集中收戒吸毒人员为契机，上
追毒源、下查毒资、横查毒友，进一步加强情
报信息收集研判，破获一批大案要案，有效打
击全市涉毒违法犯罪活动，促进了全市社会
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任君箫 郭柯岩
范岚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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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逃犯罪嫌疑人挥出重拳出重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