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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大走访活动中! 侯群

波了解到文化路
!!

号院
"#

岁的

包某家非常困难!

$%

岁的老母体

弱多病!

&'

多岁的哥哥还患有精

神病!妻子没有工作!三个儿子还

在上学! 全家的生活仅靠他一人

在外打工维持" #解决了百姓的困

难才可能有和谐的生活" $

(

月
!

日! 侯群波在南关派出所所长郝

震勇的陪同下!带着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赶到包某家中! 告知包

某有什么困难尽可向民警反映!

并鼓励包某的孩子要发奋图强!

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有了这

份关照! 包某一家人的日子顿觉

温暖"

同样感觉温暖的还有侯玉泉

老人" 今年
(

月份!急需办理工资

卡的侯玉泉老人发现! 自己还没

有二代身份证" 而他又因患脑梗

塞! 生活不能自理!

&

年都没有下

过楼了!孩子们又都忙于工作" 该

咋办呢& 焦急时刻!侯玉泉想到了

钟楼巷派出所民警走访时留下的

#警民联系卡$'

抱着试试的想法 !侯玉泉给

社区民警打了电话"钟楼巷派出

所所长张怀庆当即安排民警前

往侯玉泉家中 !为其拍照 %办理

身份证" (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

们) $侯玉泉的家人不停地对民

警说*

(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

难* $侯群波说!为让辖区居民过

平平安安的小日子!该局所有民

警一直在(真+细%融%破$上下功

夫 ! 还将每周四定为警民恳谈

会 !恳谈对象不受限 %恳谈内容

不受限 %恳谈形式不受限 !与群

众 (零距离 $互动 %心与心交流 "

听民声%察民情%访民意!真心求

理解%真情换信任%真诚赢支持!

该局也因此构建起了 (警爱民 %

民拥警 !警民一家亲 $的和谐警

民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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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俊浩
!

文 王富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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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连民心
细微显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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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小事!破小案!解小忧"民

警最朴实的行动给百姓带来的却
是最踏实的生活# 学过警务理论

的人都知道"用警务理论解释$沙
堆效应%"就是当$沙堆底部%的日

常治安秩序抓好了" 普通人的小
日子安稳了" 治安案件& 刑事案

件& 大案就不难一层一层地降下
来''也正如此"从小事做起"让

群众过上平安的小日子" 成为了
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解民忧&

得民心的$法宝%

没有门卫!没有物业!个人财

产经常丢失,,这让文峰区君安

小区的居民心里无法安宁* 众居民

奔走呼喊!最后都是无疾而终*谁能

为居民做主呢&

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局长

陈润超走访群众时!了解到了小区

居民的担忧和焦虑*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陈

润超立即召集班子成员!研究对策!

派出专人多次与辖区办事处%物业

公司联系!寻求解决方案-社区民警

组织小区群众召开业主大会!加强

沟通协调-南关派出所派出
&

名巡

防队员加强巡逻,,一个星期的

时间!君安小区真正成为让居民心

安的小区*与此同时!文峰公安分局

又在辖区社区进行(安全防范知识

版面$巡回展%印制分发了.安全防

范知识手册/+ 定期进行警情播报

,,

民警不仅是辖区居民的(保护

神$! 也是居民之间关系的 (润滑

剂$*

家住文峰区甜水井街壹号院

内七旬的郭海翠!因被邻居家的狗

咬伤而和邻居结下矛盾!一年来!双

方一直剑拔弩张* 前去走访的钟楼

巷派出所民警获悉情况后!主动登

门!给双方做思想工作!促使双方达

成和解* 七旬老人感动之余给民警

写了一封感谢信! 表示要搞好邻里

关系!避免发生矛盾,,

一件小事! 打消了彼此对立!

化解了矛盾!清除了安全隐患*像这

样的事情! 每天都在文峰公安分局

辖区内上演* 该局政委侯群波也尽

心尽力地为民警们做好表率0 约访

案件当事人+慰问贫困群众和民警+

分发警民联系小卡片+ 教授安全防

范(小知识$,,积极主动地为辖区

群众解决遇到的事情! 事无巨细*

(量变导致质变$!小问题的解决!及

时清除了隐患! 避免了大矛盾的爆

发!创造了平安生活*

今年初!一市民报案称!在安

阳市三十二中门口! 自己的一辆

电动车被抢* 小事不小!文峰公安

分局侦查人员立即深入社区发动

群众+查找线索!最终不仅成功把

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还以此为

突破口! 一举打掉了包括 (狼族

帮$在内的两个涉黑犯罪团伙!收

缴各类赃物
('

余件+作案工具
%'

余个!挽回经济损失上万元!带破

数起被盗+被抢案件*

去年年底!一女青年报警称!

自己被网友骗到安阳! 随身携带

的证件和现金被骗走* 接到报警!

文峰公安分局立即开展侦查锁定

嫌疑人! 把此案与之前发生的类

似案件进行串案* 最终经过两个

多月的昼夜奋战! 终于成功破获

了该起诈骗+抢劫案件!移送起诉

犯罪嫌疑人
('

余人*

(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对1小

案2 的侦查而打掉的涉黑犯罪团

伙' $陈润超称!重新审视这两起

团伙案件!也让他们得出启示0只

有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 才能

使一些貌似小案的大案水落石

出!才会让群众感到安全和满意!

才能真正构建起和谐的警民关

系'

也正因此! 该局坚决按照破

小案的工作思路!全警动员!加大

对(小案$的侦破力度!使得辖区

各类案件案发率下降
!')$%*

!有

力地维护了辖区政治稳定和社会

治安大局平稳! 使得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大大提高'

办小事"清除隐患保平安

破小案"抚平$伤口%促稳定

解小忧"解决民困促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