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范县公安局通过深入
开展"三基#工程建设$"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爱民实践大走访%等活
动!在公安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
谐警民关系建设方面都迈出了坚实
的步子!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该局完成了
"五大建设%!实现了"五个提升%!即完
成了覆盖所有警务单位的公安信息
网络建设!与市公安局的网络带宽达
到千兆!县'市$区(和基层所$队的带
宽达到百兆)完成了人口$交管$违法
犯罪人员$出入境人员$警员信息等
五大信息资源库建设) 完成了

!"

个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建设!涵盖了公安
主要业务)完成了网络和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建设! 具备了较强的防病毒$

防入侵能力)完成了户籍管理$出入
境管理$交通管理$刑事侦查$执法监
督等业务流程信息化建设!实现了公
安业务网上流转& 依托国保$反邪教
等信息系统! 及时获取了大量预警
性$内幕性$深层次情报信息!增强了
对敌社情的发现$ 预警和控制能力!

进一步提升了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

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应用系统!加强情
报信息研判!开展网上串并$网上追
逃!实施精确防控$精确打击!进一步
提升了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通
过信息化手段转变管理方式!改进公
安行政管理!进一步提升了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

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方面! 该局
党委坚持以开展规范执法行为活动
为载体$ 以提高一线执法民警的法
律修养和业务素质为突破口$ 以搞
好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工作为重点$

以加强案件法律审核和执法监督为
保障的工作格局! 在民警中逐步确
立了*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
法理念!形成了人人牢记公正执法$

公正执法树形象的良好氛围! 通过
教育培训! 打造了一支法律修养和
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 完善规
章制度$规范执法台账!执法工作进
一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
案件法律审核$ 执法监督$ 责任倒
查!进一步提高了执法质量!促进了
公正执法&

在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方面!广
大民警的精神面貌和整体形象发生
了可喜变化! 工作中涌现出了一大
批先进典型! 党委政府及广大人民
群众对公安队伍的满意率逐年提
高) 广大民警坚持公安工作与服务
群众结合起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情与情的融通!拉近了警民关系!赢
得了群众的理解! 使群众有困难愿
向民警说!有线索肯向民警讲)民警
以走访为载体! 融各项工作任务于
一身!送身份证$访贫问苦$提供帮
助$安全宣传$摸排线索$侦破案件$

基础工作等各项工作任务综合到了
一起!一次办理多项事情!极大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成本&

*三项建设%的推进!有力地促进
了各项公安工作!全县实现了刑事发
案$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进京赴省
上访四个方面的下降! 以及打击能
力$驾驭能力$群众安全感和群众满
意率四个方面的提升!实现了命案攻
坚*五连冠%和七个不发生&

范县公安局
力促三项建设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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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范县新发两起命案!均在短

时间内成功侦破!命案侦破率保持百分之

百"

&$$'

年底!范县公安局实现了#命案攻

坚战役$五连冠!特别在
&$$(

年全县未发

生一起现行命案! 是全省
)$'

个建制县中

唯一实现命案#零发案$县!开创了全县全

年无新发命案的历史先河% 同时!范县公

安局通过深入开展&三基$工程建设'&立

警为公!执法为民$'&爱民实践大走访$等

活动!在公安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谐警

民关系建设方面都迈出了坚实的步子!取

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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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公安局篇

自
&$$!

年以来!范县公安局以
命案侦防为龙头! 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全面加强各项治安管
理!五年来!未发生一起影响社会稳
定的重大政治事件! 未积压一起命
案积案!未发生一起在全国$全市影
响较大的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重
大交通消防事故以及涉法涉诉案事
件&

一$五年来未积压一起命案
积案

自
&$$!

年公安部提出*命案必
破%!开展*命案攻坚战役%以来!在
县委$ 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正
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范县公安局
结合本地实际! 在重拳打击各类刑
事犯罪的同时! 把命案侦防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 紧紧围绕 *命案必
破!挂牌全破%这一目标和要求!充
分发挥顽强攻坚$ 敢打必胜的命案
攻坚精神! 积极探索命案侦防工作
的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全警联动!

打防并举 !

&$$!

年至
&$$'

年共侦
破现行命案

+,

起$命案积案
+&

起$

外省命案
,

起$外县命案
+

起!取得
了连续

,

年新发命案*发一破一%的
骄人战绩&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

领导高度重视!狠抓命案侦破
工作& 县委$县政府$县委政法委高度
重视公安工作! 县委书记赵茂辰等县
领导多次到县公安局调研公安工作!

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命案侦破!并
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

,.

万
元的大要案准备金列入县财政预算!

为县公安局命案侦破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该县公
安局成立了以局长李斌为组
长$ 政委霍培静为副组长的
*命案侦破%领导小组&

&-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
命案侦破快速处置预案& 该
县公安局研究制订了,现行
命案快速侦破处置预案 -!

一旦发生命案!立即启动紧
急反应机制!县公安局主要
领导$党委委员以及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均在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并由指挥中心调
集各单位警力迅速在案发
地集结 $分析案情 !有效处
置 !做到接警出警快 $现场

勘察快$调查访问快$追缉布控快!

抢抓战机 !快侦快破 !力争在最短
的时间内锁定捕获犯罪嫌疑人!从
制度上保证了命案攻坚战的顺利
开展&

/-

进一步规范了命案侦破责任
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 *大道理$

小道理!侦破命案是硬道理%& 县公
安局党委高度重视! 把命案侦破工
作当做*一把手%工程来抓& 针对新
发命案! 局党委规定局长是命案侦
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包案副局长
为直接责任人$ 包案民警为具体责
任人! 层层签订责任书& 发生命案
后! 县公安局局长$ 主管刑侦副局
长$刑侦大队长$派出所所长*四长%

到位! 真正做到靠前指挥! 一线督
战& 局党委详细制定了,命案侦破中
实行奖惩的意见-!建立健全了考核
机制!把破案成绩列入效能考核!对
破案有功人员给予政治和物质上的
奖励并及时兑现)对责任心不强$工
作棚架$完不成目标的!严格按照规
定予以处理&

!-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顽强拼
搏!是侦破命案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 *群众看公安!首先看破案!关
键看命案%& 公安机关破案水平的
高低 !攻坚能力的强弱 !取决于民
警队伍的思想状况和整体战斗力 &

&..!

年以来!该县现行命案侦破率
达到

"..0

!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有一支敢于打硬仗 $恶仗 !乐于奉
献 ! 时刻保持旺盛精力的民警队
伍&

二$五年来未发生有影响的

重大政治事件

民警在预防命案进行矛盾纠纷
排查过程中! 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安
全保卫工作!及时获取了深层次$内
幕性$预警性情报信息& 五年来!该
县共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

条 !并
圆满完成

/"

项专门调查工作 & 同
时!该县做到了*法轮功%等邪教组
织的积极预防和严密控制& 共重点
监控

"&"

人次!收缴 *法轮功 %宣传
品

1&.

多份 !小册子
&,

本 !获取法
轮功信息

,!

条&

,

年来全县未发生
进京$聚集$插播事件& 该县还将全
县所有有现实活动和潜在危害的各
类组织$ 人员$ 场所一一纳入了视
线!及时掌握其人数及有关动态!有
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有效杜绝了重
大案事件的发生&

三$五年来未发生有影响的

重大群体性事件

命案侦防工作中!民警按照县公
安局领导的安排部署! 加强了对各类
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力度! 逐村逐户收
集深层次的治安信息和不安定因素!

并主动介入!逐一消除化解!对疑难情
况和突出问题都能够看死盯牢! 及时
上报!详细制订了工作预案!做好进一
步的调处工作! 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
化!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五年来未
发生一起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重大
群体性事件&

四$五年来未发生影响较大

的涉法涉诉案事件

五年来! 范县公安局切实把群
众满意作为公安工作的目标! 努力
在解民忧$赢民心上下工夫!在办实
事$ 促罢访上求突破! 结合本职工
作!从改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入手!

在思想上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亲
人! 观念上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
主人! 行动上把群众的小事当做自
己的大事! 工作上把群众的要求当
做自己的职责! 目标上把群众满意
当做自己的追求& 进一步疏通了公
安环节的信访渠道! 尤其是变上访
为下访! 在命案侦防大走访大排查
过程中! 将解决群众上访案事件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了解引起群众

上访的真正原因及诉求! 将问题解
决在当地! 通过努力工作做到使当
事人罢访息诉& 该局办理的上访九
年之久的郝金平赴京非正常上访案
件!被省委政法委评为精品案件!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凤喜!县
公安局局长李斌和当事人郝金平 !

受到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
新民亲切接见&

五$五年来未发生影响较大
的刑事案件

五年来!该县公安局以打促防!

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严打高压态
势!特别是进入冬季案件高发时段!

多次开展冬季打防暨命案防控集中
行动! 实行

&!

小时不间断巡逻!增
大街面见警率! 全方位加大对社会
面打击和治安巡逻防控力度! 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有效震慑
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六$五年来未发生影响较大
的交通安全事故

范县公安局认真开展了治理
*双超%$治理无牌无证机动车$打击
盗抢机动车$ 飓风行动等交通安全
整治专项行动! 认真落实了 *五整
顿%$*三加强% 等各项工作措施!加
大道路交通秩序管控力度! 依法严
查严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有
效预防和减少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

七$五年来未发生影响较大

的火灾事故

范县公安局切实加强消防管理!

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工作! 确保全
县无重大消防事故的发生& 认真落实
了消防安全责任制!与各乡镇$县直有
关部门及部分重点单位签订了 ,消防
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 将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工
作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坚持每月
一检查!跟踪督导)下发了,范县消防
监督分级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派
出所消防监督的职责范围& 适时开展
了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集中对公共娱
乐场所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及
时消除了火灾隐患)五年来!全县未发
生一起重特大火灾事故! 有效地保护
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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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建中到范县命案现场指导命案侦破工作

濮阳市委常委'群工部部长'公安局局

长阮金泉检查范县责任区刑警中队建设

濮阳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凤

喜到范县公安局检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