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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
公安局局长张
磊强陪同洛阳
市政府党组成
员，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李
保兴到宜阳县
前进化工厂进
行调研

宜阳县公安局举行夏季武装巡
逻拉动演练

▲宜阳县县委书记安颖芳、政法委书记陈宝国陪同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孟
铎到宜阳县公安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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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公安局
锐意进取 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

□常向阳 白社伟赵漓钧/文图

2015 年，在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和宜阳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宜阳县公安局局长
张磊强、政委邢彦涛带领全体民警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四个全面”、聚力“四
项建设”、践行“三个第一”，深入推进“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巩固提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良好成果，努力构建与宜阳县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相适应的治安环境，以绩效考评综合成绩
动态保持全市前三为代表，整体工作良性循
环，宜阳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

坚持严防严控、合成作战
打防违法犯罪水平持续提升

近年来，宜阳县公安局创新“以打击常量
为主导、以专项行动为载体、以合成作战为支
撑、以挂牌督办为抓手”的打防犯罪新常态，共
行政处罚524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65人，
移送起诉379人。持续推进命案侦防面上一体
化防控体系建设，命案发案率保持低位运行，
截至目前，共现发命案 4 起，连续三年保持全
破；抓获了潜逃 26年之久的命案逃犯房富德。
宜阳县公安局顶住巨大压力、经住严峻考验，
共立涉众型经济领域犯罪案件10起（含移交2
起），登记非法集资案件借贷协议5627份，涉案
金额总计 4.85 亿元（含移交 2 起，涉案金额
3741 万元），追缴资金资产合计 1.5 亿元，移送
起诉8案49人，处非工作总成绩长期位居全市
前三。与此同时，该局持续深化基础信息化建
设，合成作战龙头地位更加突出、尖刀作用日
益显现；Y 家系数据库采集率率先达到 100%，
现场勘查率持续保持 100%；县区序列唯一的
二级 DNA 实验室、技术水准全市领先的涉案
视频线索库、标准化物证保管室等一批管长
远、利全局的骨干系统投入实战，信息化、合成
化、现代化支撑持续强化。

2015 年，宜阳县公安局在市局组织的“打
盗抢、保花会”专项行动中总成绩全市第三，

“反暴恐、创平安、迎国庆”百日攻坚战总成绩
全市第一，严重暴力犯罪破案率、打击常量、
侵财常量完成率均达到 100%，综合打击效能
创近年最佳水平。今年，该局成功侦破了涉
案厂房之规模、加工设备之先进、制毒物品之
数量均创全省历史之最的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并循线铲除巩义市制毒窝点 1个。以深入
查办“7·21”案件为契机，该局在全县深入开
展“大收戒”专项行动，健全完善全县毒品治
理长效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加
压奋进、剑指毒瘤。截至目前，共强制戒毒
160 人，行政处罚吸毒人员 65 人，刑拘涉毒人
员 44人，逮捕涉毒人员 18人，缴获毒品 100余
克，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坚持立体防控、动中备勤
应急维稳处突水平持续提升

2015 年，宜阳县公安局坚定维护国家
安全和政权安全，积极构建涉稳信息预警
机制，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要求，涉稳重
点人员和重点阵地全部稳控到位，未发生
一起失控漏管事件，判决“全能神”邪教分
子 5 人，行政处罚 5 人。突出反暴恐首要政
治任务，紧紧抓住装备、人员、训练、预案四
个 关 键 环 节 ，妥 善 处 置 各 类 突 发 事 件 70
起。大巡防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通过劳
务派遣渠道招录乡镇巡防队员 145 人，有效
破解了乡镇巡防队伍人才流失、军心不稳
等长期制约乡镇防控水平提升的重大瓶颈
问题；强力实施“两定两动”管理模式，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趋于成熟。全年全县

“双抢”案件仅 12 起，同比下降 108%，侵财
类警情同比下降 27.6%，“零发案”天数累计
达 32 天，同比增长 18.5%，公众安全感长期
保持在 90%以上。

坚持完善机制、强化监督
规范化执法水平持续提升

宜阳县公安局大力实施技防建
设三年规划，建设布局更加平衡，科
技含量更加先进，战术战法更加成
熟，覆盖范围更加广泛。今年，该局
新投资 515 万元对 8 个主干公路沿线
乡镇的三级监控平台进行改扩建，新
增标清监控探头 240 个，高清治安卡
口 8 个。该局着眼长远、立足前沿，
提高反恐维稳科技含量，新投资 175
万元建设反恐维安系统，在县城部分
重点部位布置全景监控探头 5 个、智
能化微卡口 6 个，新建智能化视频分
析监控检测平台，技术标准达到先进
水平，更加符合反恐维稳形势需要；
目前，该局二级监控平台总投资 1500
万元，含有监控探头 355 个，高清治
安卡口 32 套，卡口及监控实时畅通
率超过 95%。全年运用视频监控直
接打击处理 78 人，救助群众 212 人
次，火警 18 起，有效发现各类案事件
线索 2600 余条，实战效能稳步提升。

坚持依法行政、源头治理
公共安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以“转作风、强基础、化矛盾、保民安”
为主题，扎实推进一村一警，派驻率达到
100%；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长效机制，该
局坚持推行“三必送”、“四必联系”制度，共
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355条，化解350条，化
解率达98.59%，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前瞻性、
预见性、主动性不断增强；采用“4+2”工作法
加强信访案件化解，信访秩序持续好转，京访
案件总量同比下降32.5%，省访案件总量同比
下降79% 。

同时，该局不断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
风险评估，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
圆满完成“9·3”阅兵、“上合峰会”、全国皮
划艇激流回旋春秋季冠军赛等各类重大安
保任务51次。扎实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百日行动”，不断加大消防安全监管力
度，连续三年未发生亡人以上火灾事故，火灾
形势持续平稳。加大力度打击黄赌毒、携带
管制刀具等违法犯罪行为，全县KTV、电子游
戏室、酒吧等娱乐场所安检门安装率100%。
狠抓网络舆情巡查和涉警舆情管控，引导各
类网络舆情120余次，有力维护了队伍整体形
象。巩固提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良好成
果，深入推进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车驾
管、户政、出入境等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稳中趋
优。

该局扎紧制度藩篱，落实“两个责任”，
加强党风廉政、执法执纪监督体系建设，深
入开展“三严三实”、“秉公执法、人民公安为
人民”、“学习姚世民、争做好民警”等多项主
题教育活动，确保政治本色不变化、道路信
仰不弱化、宗旨观念不淡化。

今年以来，该局以廉洁自律为第一标
准，以“三严三实”为用人导向，以“创新实
干”为价值追求，新选任了 40 名政治坚定、
作风踏实、能力突出、敬业奉献的中层领导
干部，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奋发有为、昂扬
向上、敢闯敢干的良好风气。着眼“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标准，举办情报信息合成
研判、警务实战技能、涉案财物管理、“互联
网+”便民服务平台等各类技能培训和岗位
练兵16期3000余人次。

今年，该局共开展视频巡查、实地督察
近3000次，发现整改问题30余个，追责违规
违纪民警9人；核查处置不实举报投诉6起，
查处暴力妨害公务案件5起，有力保障了一
线执法人员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了一线执法
的权威性；精心组织因公殉职民警于新伟同
志遗体告别仪式，积极落实从优待警十件实
事，大力开展老干部、因公负伤和病重民警
慰问活动，队伍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积极加强典型推数，突出先进引领，以
全省禁毒工作先进个人胡松欣、全省人民
满意的政法干警白毅武、全省公安机关优
秀共产党员张文举等同志为代表，先进典
型不断涌现，模范表率层出不穷，全局上下
争先进、当模范、做表率氛围正浓，该局也
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2016 年 ，宜 阳 公 安 工 作 的 指 导 思
想和工作目标是：抓好“1234”，提升两
大能力，实现一个目标。“1”，即积极推
进“一村（网格）一警”工作机制；“2”，
即坚持“打与防”两大龙头并驾齐驱、
双轮驱动；“3”，即奋力抢抓“省政府道
路交通安全三年综合整治、市政府派
出所基层基础建设三年规划、技防建
设三年规划”三大机遇；“4”，即扎实开
展公安部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
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四项建设”，着
力提升“四个全面”背景下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和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群
众安居乐业两大能力，努力实现构建

“平安宜阳”的根本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宜阳公安 2016 年将

突出抓好以下 8 项工作：
一是推行“科学指挥、合成作战、科

技支撑、情报导侦”打击犯罪新机制，
进一步强化公安机关核心战斗力。二
是坚持反暴恐首要政治任务地位，紧
紧抓住“预案、训练、装备、队伍”4 个关
键环节，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防
控能力。三是以规范促公正、以公正

保公信，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
信力。四是认清形势，时刻警惕，牢牢
掌控隐蔽战线斗争主动权，进一步提
升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能力。五
是夯实基础、着眼长远，进一步提升公
安工作持续发展能力。六是深入推进
平安建设，深化技防资源整合应用，进
一步强化科技服务实战能力。七是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提升服务和
保障科学发展能力。八是坚持从严治
警、素质强警、文化育警，进一步提升
队伍凝聚力。

展望

2015 年，宜阳县公安局牢固确立
“执法质量生命线”的核心地位，“两
统一”模式全面实施，“一站式”服务
扎实开展，执法审核实现全覆盖，卷
宗评查顾全各环节，集体议案强化权
威性，确保每一次执法都公平公正、
每一个决定都有据可查、每一起处罚
都于法有据。执法规范化建设成绩斐
然：场所改造完成率、人员信息采集
率、信息采集通过率、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维持率全部达到 100%，执法不
严、执法不公问题保持“零发生”，百
起案件百名民警被举报投诉率长期保
持在 0.4%，总成绩稳居全市第一。

坚持超前谋划、高位运作
科技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

坚持政治建警、文化育警
队伍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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