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在全省公安局处
长会议上强调，全省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牢牢把握“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紧紧围
绕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的主题主
线，建立最严格的责任体系，把各项安保任务细化到每一个
部门、每一个岗位，扎实做好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

喜迎党的十九大，你准备好了吗？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九大，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伟大使命，让广大干部群众
欢欣鼓舞，充满期盼。连日来，作为服务和护航党的十九
大安保工作的基层公安机关之一，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全体
民警，立足岗位、砥砺奋进，精心备战、运筹帷幄，他们
的斗志是那样昂扬，他们的脚步是那样铿锵，他们的巡控
是那样精细，他们的服务是那样周详……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基层公安民警就是要用最好的状
态和更好的成绩迎接盛会的到来。”说这句话时，市公安局梁
园战区党委委员、前进分局局长宋占珂的语气坚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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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岗位立新功
——市公安局前进分局综合打防创安工作纪实

文/本报记者 王 冰 李良勇 通讯员 魏玉红 图/本报记者 邢 栋

“打击盗抢骗，让群众的生活更
具安全幸福感”。自“商丘卫士杯”
打击刑事犯罪竞赛活动以来，前进分
局以精细化研判、多方位摸排、递进
式侦查为攻坚方向，向“盗抢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

2017年以来，该分局共抓获各类
违法人员及犯罪嫌疑人 280人，其中
刑事拘留 79人，行政拘留 42人，抓
获网上在逃嫌犯 22 人，强制戒毒 6
人，社区戒毒 1人，起诉 87人，逮捕
43 人，有力地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为辖区群众创造了
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打击“盗抢骗”，案侦民警始终
走在先、冲在前。去年 9月份，该分
局组织专案民警千里追踪、辗转侦
查，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
人何某从广西被抓获归案。

2016年 2月 26日，辖区居民田某
通过微信添加“正品苹果 6Plus 热卖
中”为好友。聊天中，田某商定购买
一部苹果 6型手机，以 3500元的价格
成交，由其微信支付，对方快递给
他。2月 29日上午，田某在家中通过
支付宝转账给“正品苹果 6Plus 热卖
中”3500元。汇过款后的田某翘首以
待，迎接心仪的手机到来。出乎意料
的是，3月3日下午，田某在家中收到
两部仿苹果 6型样式的手机模型。此
时，田某才知道上当受骗，遂到前进
分局报案。

民警受理此案后，向受害人详细
了解这起诈骗案发生经过，调取了双
方微信支付宝的账号，走访了快递公
司当天配送情况。宋占珂对此案高度
重视，召集专案民警进行精准化分析
研判，为此案的深入侦查拟订了方
案，明确了主攻方向。宋占珂要求民
警以“侦办民生案件”为动力，抽丝
剥茧、深挖细究，力求尽快破案。

专案民警合力攻坚，展开多方位
侦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协助下，民警逐步摸清了诈骗嫌疑人
微信号相关信息及活动轨迹，发现该
微信号登记为广西桂林，活动区域为
广西南宁。

随后，专案民警赶赴广西南宁，
经过连续多日的寻踪侦查，获悉嫌疑
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胜镇一带活动。他们又冒着酷暑，
忍受蚊虫叮咬，连续多天日夜蹲守、
布控，于 7月 17日终将涉嫌电信诈骗
的犯罪嫌疑人何某（女，27岁，广西
人）抓获。

打击“盗抢骗”，是前进分局惠

民生、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2016 年 7 月 28 日 20 时 30 分，盲

人宁某某报警，称其与老伴一起乘坐
从乌鲁木齐至商丘的火车，在火车快
到商丘站时，一名40岁左右、身高约
176厘米、操本地口音的男子，以攀
老乡的名义将他们的财物骗走。

接到报警后，前进分局案件侦办
大队当日值班民警立即向宋占珂汇报
案情，宋占珂高度重视，安排民警对
此案进行调查取证。

案件侦办大队民警首先在火车
站、公交车上细致调取监控录像，同
时又在公安微信圈里发布此嫌疑人的
相关消息。其间，民警不间断深入走
访、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下落。迫于强
大的压力，犯罪嫌疑人韩某（男，35
岁，夏邑县人） 主动到分局投案自
首，并将骗取的行李包内的人民币
6400元、金项链一条、金耳环一对、
银镯子一个，总价值达 17390元的物
品退还给受害人。

今年 4 月 27 日上午，市区步行
街、团结路三家店铺被一持刀男子抢
劫。案件发生后，前进分局闻警而
动、快速出击，宋占珂靠前指挥，迅
速调集警力展开缜密的侦查工作。在
上级刑侦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分
局充分发挥合成作战优势，当晚 10
时，犯罪嫌疑人姜某（男，26岁）被
缉拿归案。经讯问，姜某对抢劫三家
店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典型的侵财犯罪案件，在
13个小时内告破，狠狠地打击了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进一步提升了群众
的安全感。

有种职责叫担当，有种荣耀叫奉
献。区域综合防控品牌的打造，中心
城区创安体系的创建，打击违法犯罪
利剑的锻铸……在这个过程中，前进
分局民警把付出当做一种幸福，把坚
守当做一种信念，用顽强拼搏书写多
彩青春，用忠诚奉献捍卫警察荣耀，
彰显了忠诚可靠、无私奉献的新时期
人民警察的精神。

2016年，市公安局前进分局荣获
全省公安机关集中化解重点信访案件
专项活动先进单位、全省公安法制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并在全年公安工作
绩效考评中获得全市第一名。由于工
作成效突出，近年来，分局局长宋占
珂先后获得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商丘
市“十佳”派出所长等荣誉称号，两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 8月底，宋
占珂又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工作者。

锻铸一柄为公安扬威的打防违法犯罪利剑

在把握和分析辖区人流、物流密
集现状及繁华街区治安管控特征，梳
理、研判典型案件经验的基础上，前
进分局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动
力，倾力打造中心城区创安体系，为
严密防控风险、高效打击防范、主动
服务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

立体防控创平安。对于市区中心
繁华区域的创安，宋占珂一直放在心
上、抓在手中。他将创建火车站区域
治安综合打防体系，作为中心繁华街
区创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定期开展“情景式”案件研判，推行

“上下联动式”接处警，逐步建立起
打、防、查、督、巡“五位一体”的
中心城区综合打防体系，并以此为阵
地向周边辐射，创建连片化区域打防
体系。

他们把繁华街区和商贸网点作为
平安创建巡查点，定期向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汇报，沟通繁华街区平安
创建动态，加大人防、物防投入力
度，并组织民警走访联络商户，建立
巡逻防控、监控防范、警民联防相结
合的综合防控机制，建设繁华街区警
务工作站和警务巡控平台，提升一线
巡控民警的打防作战效能。

该分局还总体调配警力，对辖区
人流密集区域、重要路段、街面施行
网格化巡控及户外防范巡查，进一步
加大巡防、值守的警力、物力投入力
度，白天和夜间开展 24 小时“交替
式”流动巡控，以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增强震慑力、凝聚力。

针对夏季居民户外活动增多、街
面流动人员密集的特点，宋占珂和民
警将巡防、盘查、布控工作融合进
行，全面开展以小区周边、街面路
段、场所车站为主体的早中晚间户外

防范行动，有效遏制和快速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全力为外来人
员和广大居民营造一个更加安全、有
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两调一联”促和谐。前进辖区
人流如织、车流如海，各类矛盾纠纷
时有发生。

今年以来，前进分局以“一村一
警”大走访工作精神和理念为引领，
有序盘活防范资源，适时推出“两调
一联”工作机制，让矛盾纠纷调解在
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力地服务
了辖区的长治久安。

他们在实践中探索的“两调一
联”工作法，让人称道。“两调一
联”的宗旨，是在“一村一警”实践
中，社区民警和包村民警对邻里纠
纷、家庭纠纷或不安定因素主动介
入，及时调处，实时掌控。在 110接
处警中，民警针对纠纷类案事件，积
极运用“一村一警”工作精神和理
念，当场调解，就地调处。现场调解
未果的，到所里继续耐心调解，情法
理并施。若遇疑难纠纷，分局相关领
导牵头联动相关部门、单位和知名人
士等集中分析，合力调处。

“两调一联”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法的推行，有效地将辖区各类矛盾纠
纷消解在了萌芽状态，收到了“一般
纠纷不出社区、轻微纠纷就地调处、
疑难纠纷不出辖区”的良好效果。

为强化对重点人员的摸排管控，
用足用活“两调一联”工作法，前进
分局不断深化“一村一警”大走访
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台账，切实做到
对重点人员“底数清、情况明”，从
源头上有效防范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发
生，努力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应
有的力量。

创建一套为和谐助力的中心城区创安体系

热情服务，便民利民。

严阵以待，全力护航。

细致盘查，一丝不苟。

阵地控制，绷紧防线。

警情预报，预防犯罪。 在打好党的十九大安保基础攻坚战
中，前进分局民警朝气蓬勃的英姿、豪情
满怀的壮志，源于平时基层基础工作的探
索，源于日常创安打防工作的锤炼。

前进分局辖区地处市区中心区域，商
丘火车站、商丘中心汽车站坐落其中，治
安打防和平安创建工作任务异常繁重。

当过刑警、担任过多年农村派出所所
长的宋占珂，在一线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丰
富的基层创安经验。到前进分局工作后，
他自我加压、勇挑重担，忠诚奉献、创新
拼搏。在他的带领下，分局先后打造了

“火车站区域综合防控品牌”，建设、完善
了“中心城区创安体系”，探索、推行了

“两调一联”服务长治久安工作法等。
近几年来，前进分局党委一班人与分

局民警一道，通过一系列综合创安工作的
完善与创建、引领与实践，使辖区群众的平
安幸福感、过往旅客的安全舒适感、外来人
员的和谐有序感显著增强，彻底扭转了城
市火车站区域“混、杂、乱”的通病。

当下，广大市民、过往旅客或外来休闲
购物人员，无论是在中心市区经典广场购
物，还是在火车站附近漫步，扑面而来的是
安全、文明、和谐、舒畅的新风，以往的盗
窃、诈骗、敲诈等不法现象基本绝迹，市民
在这里分享到了实实在在的平安硕果。

“流动哨警”筑品牌。“着眼长远、与
时俱进、深化创安、精益求精”，是前进
分局领导班子综合创安的着力点。

在宋占珂和民警的心目中，火车站是
一个城市的眼睛和“窗口”，是一个城市
的治安晴雨表，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重要
地标。尤其是随着商丘高铁的开通，火车
站区域本为密集的人流更显稠密。针对高
铁、普铁零换乘的现状，前进分局及时调
配和充实火车站区域巡控执勤警力，启用

“高铁模式”下火车站区域安全防控执勤
新机制。他们要求民警牢固树立精心守护
城市“窗口”安宁的大局意识，在24小时
值守巡控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夜间盘查、
布控、流动巡控的力度。同时，让便衣民
警暗中布控，与着装民警、防控警车的流
动巡逻遥相呼应，切实打造运行有序、布
防有力、防范严密的“流动哨警”。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近期，在打
好党的十九大安保基础攻坚战中，前进分
局针对夜间通行停靠商丘站车次较多、夜
间上下车旅客流量较大的实际情况，要求
火车站区域执勤民警积极与火车站对接，
抄录夜间通行的所有车次，并总体调配、
部署“流动哨警”，对夜间上下不同车次
的旅客进行“分组次”“对应式”巡控服
务，使夜间任何时间段上下火车的旅客都
能看到身边的“流动哨警”，都能感受到
民警守护的温馨和安全，使“流动哨警”
成为旅客身边的“守护者”。

宋占珂告诉记者：“我们前进分局施
行的‘分组次’‘对应式’巡控服务，一
方面便于及时接受夜间过往旅客问路等咨
询求助服务，严防各类案事件的发生；一
方面有利于震慑和查处夜间偶发的宾馆业
主拉客、扯客、黑出租强行载客、宰客等
现象。”

他说，近几年来，火车站区域经过持
续“高压式”治安打防创建及有关部门的
大力配合联动，诸如一些撒瓜子、抽页
子、摆残棋、强买强卖等诈骗勒索现象基
本销声匿迹。但是，夜间个别业主受利益
驱动，举牌喊客、用手扯客等现象与火车
站城市“窗口”形象不适应，与火车站区
域综合防控品牌建设不和谐，夜间“流动
哨警”的“对应式”巡控服务恰好填补了
这一治理空白点。

“我们一线民警用辛苦维护商丘城市
形象，用汗水擦亮火车站区域综合防控品

牌，再苦、再累也值得。”宋占珂说。
见微知著，细节之中闪耀着光辉。今

年 3月份，火车站区域出现一专门乞讨人
员，见人就伸手要钱。一名网友认为这样
的乞讨人员在火车站逢人要钱，影响了商
丘城市形象，将这一情况通过政府热线反
映给了市领导，市领导批示前进分局妥善
处理。

宋占珂带领民警以和风细雨的方式，
与这名乞讨者沟通交流，询问其家庭情况
及背景，得知其是云南人，这次来商丘火
车站专门以乞讨为生。宋占珂鼓励他：

“按说你这个年龄有足够的劳动能力，不
如回家劳动致富，毕竟以乞讨要钱为生不
怎么光彩。只有在家里踏实劳动挣钱，那
样的生活才令人自豪和光荣！”

宋占珂一番动情的话把这名乞讨人员
说得点头称是，他当即答应收摊回家。随
后，宋占珂和民警掏钱为其买了返程车
票，让他心悦诚服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倾心为民赢民心。一对残疾人夫妇在
辖区买了房子，却没有户口。宋占珂得知
情况后，开车带领他们完善了手续，并入
了户口，还帮他们申请了低保。

此外，分局还倾心为民，推出“QQ
派出所”，通过QQ群向群众发布警情预
报、案件警示，把派出所建到了群众家门
口。在巡逻防范过程中，分局要求民警保
持文明友好的工作态度、理性亲和的交流
方式，以不辞辛苦、严谨规范的巡防行动
为商丘的城市形象献力添彩。

为筑牢火车站区域平安根基，他们还
合理调配“流动哨警”，精心组织、严密防
范，紧紧围绕违法犯罪分子“吃、住、行、娱”
等重要环节，对火车站区域旅馆、网吧等开
展“鹰眼式”的突击性、滚动性大清查，强化
阵地控制，始终绷紧防线、箭在弦上，有力
地震慑和打击了违法犯罪。

8月1日，市公安局前进分局联合建设
分局按照“紧绷防线、露头就打”的打防
思路，启动“鹰眼式”排查，成功摧毁一
组织卖淫和敲诈的犯罪团伙，刑事拘留组
织卖淫的犯罪嫌疑人 4人，治安拘留卖淫
嫖娼违法人员6人。

此前，警方在摸排中接到群众反映，
有人在火车站附近拉客招嫖。经过前期缜
密侦查，8月1日上午，前进分局联合建设
分局在梁园区食品街二楼旅社内，将涉嫌
组织卖淫和敲诈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经讯问得知，自 2017 年 1 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纠集、组织赵某某等人
在梁园区火车站拉客招嫖。他们将嫖客引
诱至梁园区食品街二楼旅社内，待买淫、
嫖娼活动结束后，该团伙成员就采取语言
威胁、推打、翻兜等方式，对嫖客进行敲
诈。截至案发，他们已经对多名嫖客进行
敲诈，敲诈数额达3000元以上。

“流动哨警”在巡逻防控的同时，还
积极向过往旅客和市民宣讲防火、防盗、
防骗、禁毒等安全防范知识，增强群众安
全防范意识和水平，为有效遏制各类案事
件的发生夯实了基础。

“在咱商丘火车站乘高铁，不仅方
便，而且有着很强的安全感，这是因为无
论白天或夜间，在火车站广场都能看到民
警巡逻防控的身影。特别是夜间下高铁
后，我走在火车站广场还能见到民警的身
影和闪烁的警灯，一种安全感、亲切感便
油然而生。”经常坐高铁往返于商丘、徐
州做生意的市民王先生，只要提起火车站
区域的安全防范就连连称赞。

其实，王先生称赞的，是守护火车站
区域安宁的市公安局前进分局民警用心打
造的、以“流动哨警”为主要方式的新型
防控模式。这种模式，正成为一个不断被
擦亮的“区域综合防控品牌”。

打造一个为窗口添彩的区域综合防控品牌

“流动哨警”，值守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