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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高武剑
李昊）近日，焦作市公安局党委举行基层党
建述职评议（第二轮次）考核工作会议，焦作
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宫松奇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焦作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党委等
8个参与此次述职的基层党委（党总支）班子
成员依次集体上台，党委（党总支）书记（副
书记）代表班子，就履行抓基层党建情况、存
在问题、整改措施进行述职。焦作市公安局
领导分别进行了点评。部分单位党组织书
记、副书记、政治处主任和特邀党员代表组

成评委现场测评。会议全面检验了上半年
党建工作，对今年开展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规范提升年”活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
就下一步党建工作的开展，宫松奇提

出要重点抓好“五个工程”。一是党建工作
是“政治工程”。抓党建是讲政治的表现。
二是党建工作是“党委工程、总支工程、支
部工程”。每个党委、总支、支部都要先抓
党建，重抓党建。三是党建工作是“一把手
工程”。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
记的第一责任是抓党建，第一政绩是党建
的成绩。四是党建工作是“系统工程”。要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抓好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
反腐败斗争。五是党建工作是一个“长远
工程”。党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必须年
年抓、天天抓、时时抓。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此次述职标准更
高、要求更严、点评问题更具体、测评工作更
客观，充分彰显了焦作市公安局党委抓好党
建工作的决心和基层党组织抓实党建工作
的信心。在下步工作中，要对标先进找问
题、找差距，努力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高武剑）
近日，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宫
松奇到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市看守所、市拘
留所、市戒毒所，参加“公安局长当一天所
长”活动。

6月20日是市戒毒所戒毒人员亲属会见
日。8时30分，宫松奇走进戒毒所会见室，与
戒毒人员家属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家庭状
况，叮嘱他们做好戒毒人员的教育转化工
作。随后，他前往戒区与管教民警、巡视民
警、医务人员交谈。在戒室，他与戒毒人员
面对面交流，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好好戒毒，
早日回归社会和家庭。

15 时，宫松奇来到市看守所，先后察看

了办案提讯会见室、医务室，并深入监室实
地察看了正在施工的地板砖改造和悬挂点
整治工程。他要求加强警力配备，防止脱逃
事故发生，做好在押人员的教育感化工作，
确保不出问题，确保在押人员吃熟、吃热、吃
够标准，保障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

16时30分，宫松奇组织焦作市公安局监
管支队班子成员，市看守所、市拘留所、市戒
毒所领导和部分机关民警座谈。听取汇报
后，他说，近年来，焦作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有
进步、有贡献、有亮点、有潜力，即在党建工
作、工作机制、队伍建设、硬件建设等方面有
进步，在监管病区、监所医疗、体制机制、科
技革新等方面有亮点，在今年上半年通过

“四抓”和四个专项行动实现“四零”（零事
故、零违纪、零病亡、零扣分）方面有潜力。

关于下一步工作，宫松奇指出，一是强化
安全。要把人防、技防、物防、制度结合起来，
全方位加强监所安全，近期着重做好防疫、防
汛工作。二是深化管理。要研究建立科学的
机制，形成环环相扣的可追溯工作机制。要
坚持创新、科学管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格
的要求，着力提高监管工作水平，确保监所安
全文明。三是转化思想。要加强对被监管人
员的管理教育，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变成自觉的守法者。四是升华品质。
要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使队伍更加阳光，充满
朝气，增强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
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焦
作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春源警务室民
警与辖区基层党员开展了一场学党史
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

该所春源警务室以党建为依托，结
合辖区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基层党员开
展了一场生动的学党史跟党走主题教
育活动。活动设置4个环节。在“温誓
词”环节，老党员为新入党党员佩戴党
徽，共同宣读入党誓词。在“学党史”环
节，党员民警带领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
97 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在“谈感
想”环节，每名党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
验，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社
会、家庭的发展变化。在“对党说”环节，
所有参加活动的党员将自己的心里话
写在卡片上，给党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活动，大家重温
了中国共产党 97 年的光辉历史，更加
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建设）近日，温县公
安局成功侦破城区系列破损
车窗盗窃车内财物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 人，侦破案件 8 起。

6 月份以来，温县城区连
续发生破损车窗玻璃盗窃车
内财物案件。温县公安局领
导要求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
务求快速侦破该系列案件。
专案组经侦查发现，此系列案
件作案时间相近，作案手段相
同，应为同一人所为。民警通
过多种手段开展缜密侦查，很
快确认嫌疑人为焦作市某区
的毋某。经查，毋某有犯罪前
科及吸毒史。锁定嫌疑人后，
专案组民警立即对毋某展开
布控。

经分析研判，摸排走访，
民警很快确定毋某在温县黄
庄镇一工厂打工，遂于 6 月 14
日 18 时将其抓获。经初步讯
问，毋某对其在温县境内以砸
车玻璃方式盗窃汽车内财物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毋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琦）近日，焦作市公
安局解放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运用多种侦查手段，成功侦
破城区系列盗窃手机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段某，侦破案件
5 起。

今年 5 月份以来，解放辖
区内连续发生多起盗窃沿街
货车及门店手机案件。嫌疑
人盗取手机后，利用部分被盗
手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扫码
支付功能进行恶意消费。

接警后，该所案件侦办大
队四中队与信息中队组成主
侦力量开展工作。调查中，民
警发现一名戴帽子、戴眼镜的
中年男子骑一辆粉色电动自
行车沿街踩点，作案时间不
定，多选择白天在集贸市场、
商业区内正在卸货的未锁车
门的货车下手，同时进入沿街
门 面 房 随 机 盗 窃 手 机 等 财
物。经综合分析比对辖区发
生的案件中嫌疑人的长相、衣
着等特征，民警快速串并类似
案件 7 起。民警通过追踪嫌疑
人行动轨迹，重点摸排，最终
发现建设西路某小区有吸毒、
盗窃前科人员段某与该系列
案件嫌疑人较为相似。民警
在该小区摸排时，发现该人确
有一辆粉色电动自行车。段
某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

通过分析其活动规律，侦
查人员立即在该小区展开蹲
点守候。经过近一天的蹲守，
民警于 6 月 28 日将准备再次
作案的嫌疑人段某抓获。经
讯问，段某供述了自今年 5 月
份以来，为筹措毒资连续在解
放辖区实施盗窃手机等物品
的犯罪事实。 目前，段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马琳娜）近日，孟州市年
约九旬的范大爷因为与子女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从家里出
走，并产生轻生念头。巡逻民警及时发现后，经耐心开导将
其安全送回家中。

6月19日12时许，孟州市公安局巡逻民警邓国兴、张俊
敏、王新祥在街心花园广场附近巡逻时，发现快车道内侧有
一名老人，有些异常。民警马上下车询问，老人一言不发。
此时天气炎热，老人已出现不适症状。民警耐心劝导，暂且
将其带至安全地带，并买来牛奶和饮料为老人解暑。

经了解，老人姓范，年约九旬。当天上午，范大爷因为
在家与孩子发生争吵，一时想不开便离家出走，在街头游走
多时却无处可去，后坐到了快车道中央，看着来来往往的车
辆产生了轻生念头。

了解情况后，民警一边和老人交谈，一边与其家人取得
了联系。得知老人没事后，家属一再向民警表示感谢。随
后，民警将范大爷安全送到家中。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赵宇辉）近日，武陟县
公安局民警及时救助一名走失男子。

6 月 17 日 11 时许，该局嘉应观派出所民警慕旭堂在
嘉应观乡刘村村镇银行检查时，发现一男子举止异常，精
神恍惚，询问姓名、住址、有无陪伴时，该男子不说话。慕
旭堂将该男子带回所里进一步了解，并为其准备了水和
食物。

该男子情绪稳定后，民警经询问得知他叫王某，家住
安阳县。通过进一步交谈，民警获得了其姐姐的联系方
式。其姐姐在接到武陟警方的电话时表示全家人正在四
处寻找王某，会马上赶到武陟接回弟弟。

当日15时许，该男子的姐姐赶到嘉应观派出所将其接
回。

据王某的姐姐说，王某患有抑郁症，家人在安阳县四
处找寻无果，已求助当地警方。看到弟弟安然无恙，王某
的姐姐对民警说：“太感谢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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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沁阳市
公安局举办“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并结
合全市公安机关正
在开展的“强党性
正作风”学习教育
活动，为全体民警
上党课。
孟留记摄影报道

7月1日上午，焦
作市公安局定和派
出所民警参观焦作
市委市政府及市公
安局旧址，学习前辈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

张玮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