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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布警 智慧用警
潢川县公安局创新警务运行机制激活警力“蓄水池”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刘洋
今年以来，潢川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牢固树立“向科
技要警力，向创新要活力”工作理念，在现有警力“固定量”的
基础上，转变警务运行机制，努力实现警力资源“质飞跃”的转
变，不断助推警务效能“大提升”。

“月光警务”营造随处可见的安全氛围
“以前，我下夜班街上都没啥人，总是战战兢兢、心里发虚。
现在隔不远就能遇见警察在巡逻，我心里踏实多了，感谢警察同
志的辛苦付出。
”在一家酒店上班的张女士感慨地说。
为有效防范、打击和震慑街头违法犯罪，提升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潢川县公安局结合辖区安全稳定形势和夏季治安特点，
置顶站位，提振警力，持续加大治安巡逻防范力度。6 月份以来，
潢川公安整合局直单位、派出所与巡特警、交警等警种力量，深化
街面联勤治理模式，以“车巡+步巡”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对巡区内的重要路段、要害部位、背街小巷、党政机关、商场超市、
夜市、烧烤摊、大排档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 24 小时巡逻防控，特
别是加强每日 21 时至次日 1 时的巡逻频次；组织巡逻民警在巡逻
时同步开展防火、防诈、防骗、防盗、防溺水等安全防范宣传，用看
得见摸得着的守护，
为辖区“烟火气”
装上警用“安全阀”。

“掌上警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厘米”
“办理身份证业务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出入境需要哪些程
序？机动车违章怎么查询？举办大型活动在哪里申报……”2022
年以来，针对群众实际需求，潢川县公安局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
打造了一个掌上便民服务平台——“潢川警快办”，将公安窗口迁
至群众指端。该平台集微服务、微举报、微宣传、微求助等指尖警
务于一体，在民警与群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新桥梁”，实现了
群众与民警互动、网上与网下互动、勤务与智慧互动。
平台上线运营以来，该局共为群众办理窗口业务 61 人次，获
取群众举报违法线索 11 条，为群众推送反诈宣传、发案预警等宣
传信息 500 余条。

“联合警务”有效提升整体打击效能
针对各警种单兵作战、总体打击效能不高的现状，潢川县公
安局积极应对新形势，大胆破局，创新求变，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在全局范围内实行局直单位与基层派出所捆绑作战机制，将 25
个机关科室、业务大队与 25 个基层派出所“一对一”捆绑，全面建
立“所队联勤、工作联动、
绩效联考”
运作模式。
据了解，
局直单位不仅在侦查、
研判、
抓捕、
审讯等各个办案环节
中与派出所紧密配合，
无缝对接，
在值班防范工作中，
也做好互相补
位，
协同配合。捆绑作战机制运行以来，
该局整体打击效能得到显著
提升，
打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6月份以来，
该局共侦破刑事案件
138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78人，
抓获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74人。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杨占伟）9 月份
以来，潢川县城乡各中、小
学陆陆续续分批次返校开
学，为保障新学期学生顺
利、安全入校开始校园生
活，潢川县公安局合理安
排警力，加大辖区学校周
边治安巡逻防控力度，多
措 并 举 开 展“ 护 学 岗 ”工
作，全力确保校园及周边

“护学岗”
暖心再起航
环境安全有序。
民警、辅警结合自身
辖区实际情况，在每日重
点时段对学校门口及附近
道路进行交通疏导；指挥
引导接学生车辆停在指定
地点，缩短占道停放时间，
提醒过往车辆绕行，合理
分流车辆，缓解通行压力，
做到校园周边“见警灯、见
警车、见警察”
。

针对校园开学季这一
特殊阶段，各派出所组织
民警辅警深入校园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工作，仔细
查看校园安全档案、保安
室执勤装备、人员配备和
运作等落实情况，对学校
的人防、物防、技防等情况
进行了解，对存在的隐患
及时向校方负责人说明，
并督促整改。

女民警担任法治副校长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杨占伟）9 月 16
日 8 时，潢川县首个法治副
校长工作室——“于琼琼
工作室”正式挂牌，春申中
学为民警于琼琼颁发法治
副校长的聘任证书。
于琼琼是潢川县公安
局 110 指挥中心民警，入警
17 年来，她一直坚持义务

为全县多个中小学讲法治
课。不管是城区中学还是
偏远乡村小学，于琼琼都
用心对待，精心授课，逐步
摸索总结出一套学生乐于
接 受 的 授 课 方 式 、方 法 。
于琼琼工作室，是潢川县
第一所以民警名字命名的
综合性法治工作室，工作
室主要开展专题法治教

育、学生权益保护、学校安
全管理、心理沟通等工作。
“于琼琼工作室”的成
立，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工作室
所有成员将努力当好校园
普法“宣传员”、安全隐患
“排查员”、在校师生“安全
员”，让工作室成为护航校
园安全的闪亮名片。

女子进入电诈圈套
民警及时有力劝阻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杨占伟）9 月 9 日，
潢川县公
安局张集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预
警信息，辖区群众王女士疑似遭遇
电信诈骗。接到预警后，
民警立即行
动，
在最短时间内与王女士取得联系，
要求其立即停止在手机上的一切操作。
经了解，近日，王女士在某网络
平台中看到有人发了几条购物链接，
点击进去可以领福利券，只需对商
品评论即可领取现金红包，随即就
点开链接。所幸，民警接到预警
后，第一时间与王女士取得联系
并成功劝阻。
“天上不会掉馅

饼，这么容易赚钱的话，他们
自己怎么不做呢？一定要提高
警惕，不要贪图一时之利！”民警
一边检查王女士的手机，一边说
道。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险
些上当受骗，并对民警及时的预警
行为、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
同时，民警现场为王女士及其家
人详细讲解近期各类高发电信诈骗
手段，并提醒其务必增强防骗意识，
陌生链接一律删除，守好自己的“钱
袋子”
。

“阶梯警务”打好突发警情主动仗
为妥善应对疫情防控、防汛救灾、重大突发警情等紧急情况，
潢川县公安局提前谋划，统筹协调，从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干警力
组建应急力量队伍，分别组建 50 人的核心应急队伍及 200 余人的
“三阶梯”应急力量。
“阶梯警务”采取无任务时正常工作，有任务
时立即集合处置应对，要求应急队员要 24 小时保持通信畅通，保
证随时能“拉得出、冲得上、
打得赢”
。
日常工作中，
该局不定期组织应急队员进行应急演练，
不断提
升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今年 6 月份，
进入汛期
以来，
潢川县公安局按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知要求，
提前制订应
急预案，组织各梯队应急队员进行多次演练，全力做好抢险救援、
群众安置、
交通疏导等工作；
演练中，
按照不同阶梯，
确定职责任务
分工，全力配合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汛救
灾工作，
确保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淮滨警方打掉一诈骗团伙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杨占伟）日前，
淮滨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一
个通过代运营某电商平台
店铺骗取经营费的电诈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
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
再添战绩。
4 月份，淮滨县居民王
某接到一条短信，在网上
注册电商店铺，由运营公
司帮忙经营，只需缴纳一

定的运营费用，就可以赚
钱，赚不到钱退款，对此宣
传王某当时就动心了。于
是，他按照要求程序，在某
电商平台上注册了“两个
店铺”，缴纳了运营费 3980
元。之后，他左等右等，店
铺却没有一点资金入账，
他问“公司客服”，
“ 客服”
找各种借口拖延，最后连
人也联系不上。8 月份，王
某意识到自己被骗，遂向

公安机关报警。
接警后，淮滨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组织精干力量
警力开展侦查工作。民警
通过分析研判初步确定这
是一个披着正规公司的外
衣，以代运营店铺的方式
骗取运营费的诈骗团伙。
经侦查摸排，侦查人员很
快锁定王某、赵某、但某 3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
近日将嫌疑人全部抓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