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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加强我市公安派出
所建设工作，近期，市公安局结合我市实
际，部署加强派出所专项建设。

工作中，我市公安机关结合《广东省
公安派出所“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的有关要求，以建设高等级派出所为抓
手，大力推动全市公安派出所硬件设施
标准化建设。按照“提升一二级所、做实
三级所、清零四五级所”要求，通过两年
的努力，到 2020年底使全市一、二级派出
所不少于 14 个、67 个，实现一级派出所

占 比 高 于 10%、二 级 派 出 所 占 比 高 于
50%、四五级派出所清零的总体目标。

为加强对专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市
公安局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中心、治安、政治处、督察、审计、法制、警
务保障等部门共同参与，规划布置、组织
协调、实施推进和检查指导各项工作落
实。工作期间，公安机关将通过加强高
等级派出所建设、明确派出所建设标准、
落实派出所建设资金、开展全面培训、建
立派出所经费保障机制、充实派出所警

力配置、建立完善政策导向机制、加强派
出所能力建设等工作措施，不断提升派
出所的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
用能力，切实提高执法办案和服务群众
水平。

据介绍，根据工作安排，公安机关在
2019年第一季度开展动员部署工作的基
础上，从 4月至 12月底，开展对派出所集
中建设。年内完成全市不少于 14个一级
派出所、67个二级派出所的创建、巩固认
定工作。2020 年 1 月至 12 月底，开展对

全市公安派出所进行查漏补缺、总结提
升。届时，全市 12 个四级派出所全面升
级清零，以及全部一、二、三级派出所的
巩固认定。此外，还研究制定出台规范
职责、减轻负担、强化激励、提升能力等
意见办法，切实巩固建设成果。

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市公安局要
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工作责任，严格奖惩措施，扎扎实实摸清
底数，做好派出所建设方案，力争派出所
建设提档升级。 朱懋森 马宾 吴干

我市派出所专项建设提档升级
提升一二级所 做实三级所 清零四五级所

本报讯 近日，仁化警方经缜密侦
查、多警联动，在某酒店捣毁一吸毒窝
点，现场抓获吸毒人员 3名，为“春雷”打
击行动再添新战果。

近段时间以来，为进一步扩大“春
雷”禁毒行动打击战果，禁毒中队民警联
合网警大队主动出击、积极作为，通过前
期遁线深挖，发现陈某和黄某有重大吸
毒嫌疑，并有开房吸食毒品的习惯。为
尽快将上述 2名吸毒嫌疑人抓获，民警对
陈某和黄某展开了内查外调，同时对 2名
吸毒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全面摸排。

4月 4 日下午 4 时，民警通过研判得
知，陈某与黄某在新城横路某酒店附近
活动，于是赶到酒店周边蹲守埋伏，为
防止嫌疑人销毁毒品和吸毒工具，民警
决定采取破门方式。伴随着“咚”的一
声，破门而入的民警发现房内陈某和黄
某正慌乱地往阳台抛掷毒品，民警迅速
上前将 2 名吸毒嫌疑人抓获，并缴获毒
品 3包和吸毒工具一批。

当晚 10 时许，民警通过审讯又发现
了一名参与吸毒的嫌疑人，民警随即展
开研判并乘胜追击，在新市场附近一奶
茶店将吸毒嫌疑人朱某抓获归案。

经检测，3名违法人员的尿检结果均
呈毒品阳性反应。经审讯，陈某等 3人均
对自己吸食毒品“冰毒”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陈某、黄某和朱某已被仁化
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叶莎 摄影报道

仁化警方
端毒窝抓“毒虫”

本报讯 近日，南雄市公安局主田
派出所联合刑警大队雷霆出击，一举
擒获盗贼黄某明，连续破案 3 宗。

3月上旬，主田派出所接到辖区塘
山村委会村民报案称，其家里被入室
盗窃了 5200元人民币。主田派出所民
警接报后立即展开走访调查。3 月 25
日，主田派出所又接到一起辖区大坝
村委会村民报案称，其家里被盗窃了
约 3600元，请求派出所调查处理。

接连发生的乡村入室盗窃案引起
警方重视，全所上下齐心协力，利用“智
慧新侦查”手段全面排查梳理，从蛛丝
马迹中寻找突破点，并发现了两起案件
的相似点。原来，在案发当时，两户被
盗村民家附近都曾出现同一辆红色摩
托车。通过跟踪摩托车的行驶轨迹，警
方成功将两宗盗窃案串并案，并锁定犯
罪嫌疑人黄某明。为了取得突破性进
展，主田派出所紧密联系刑警大队，充
分发挥兄弟部门联合作战的优势，突袭
黄某明住宅，一举擒获黄某明。

但黄某明阴险狡诈且有多次犯罪
前科，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当审讯陷
入困境时，忽然一个手部的小动作让
黄某明露了马脚，民警顺势攻破黄某
明心理防线。在铁证面前，黄某明如
实供述了两起入室盗窃案的犯罪经
过，并带破 2018年 12月 17日主田老路
口入室盗窃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明因涉嫌
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辛灵 刘熙福

民警雷霆出击
一晚连破三案

为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预防和减

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近日，翁源交警

大队坝仔中队到坝仔镇岩庄中学开展了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交警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

学生们介绍了该县的交通安全情况，并

播放了近年来发生在翁源县的真实交通

事故案例，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遵守交

通规则的必要性。活动中，交警还将《中

小学生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发放给学生

们（如上图），为他们讲解其中的内容。

校方负责人在座谈时表示，在今后的

教学管理中将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交通

安全习惯，真正把交通安全知识融入到每

一名学生心中。 黄秀琳 刘鹏 摄

本报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党
和政府，感谢派出所的同志对我这个退
伍老兵的关心和照顾，让我家终于可以
用上电了。”这是浈江公安分局花坪派
出所教导员曾水平为辖区越战退伍老
兵陈柏龙老人送去 1800 元电线购置款
时，老人含泪激动地表白。

2019 年春节前夕，花坪派出所领导
积极组织民警对辖区的退伍老兵进行
走访慰问，了解退伍军人思想，倾听退
伍老兵心声，及时帮扶特困退伍老兵。

走访慰问中，陈柏龙老人向走访民
警反映，自己越战复员后就在家种地，近
年来，家中独子外出打工了，自己年纪大

耕作不了，只能靠在山上放养一些牛羊
来维持生活。为了看管放养的牛羊，他
将住房搬到山边的牛羊圈旁，晚上就在
漆黑简易住房中点蜡烛度过，因地处偏
僻，一直没有用上电，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发感觉不便。

花坪派出所领导得知此情况后，随
即向花坪镇供电所咨询，供电所认为陈
柏龙的情况符合相关规定，表示会尽快
将供电主线接至陈柏龙老人的住房和牛
羊圈附近。今年 3 月初，花坪派出所民
警对陈柏龙老人通电情况进行回访时，
陈柏龙老人反映称，供电所已按规定帮
其接好主线，由于住房和牛羊圈距离主
线还有几百米距离，超出了供电所接线
范围，从主线接往牛羊圈和住房的电线
需要陈柏龙老人自已解决。由于没钱，
老人买线接电的事情就只能搁浅了。

民警知道后，立即将情况向党支部
汇报，为解决老人的生活难题，派出所领
导立即联系电工为陈柏龙老人筹划接电
事宜。经派出所党支部讨论研究后，决
定利用节余党员活动经费资助老人购买
电线接电，助老人实现多年的用电梦想。

目前，老人已经用上了电，家中和牛
羊圈中灯火通明，老人非常开心。

张云飞 朱伟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乐广高速梅花北引道
与 S249 线（坪乳公路）交接处发生多起
汽车、摩托车打滑的单方事故，所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当地公安交警、路政部门
调查系由柴油泄漏所致，执法人员随即
采取措施消除了安全隐患，肇事者已被
公安机关查处。

4月 1日 7时 29分，公安 110 接到群
众报警称，乐广高速梅花北引道与坪
乳公路交接处有很多车打滑，请公安

机关处理。接报后，乐昌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梅花中队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发现涉事路面有大量泄漏的柴油。现
场民警迅速联系乐广高速梅花北路政
中队支援，共同采取吸油防滑等应急
处置措施，消除通行隐患。随后，民警
通过调取相关监控视频发现，当日凌
晨 6 时 30 分 左 右 ，车 辆 号 牌 为“ 湘
LA***0”的油罐车经梅花北出口向省
道 249 线坪乳公路方向行驶，疑似肇事

车辆。经查，肇事司机谢某辉驾驶油
罐车从乐广高速梅花北下高速，因操
作不当刮到梅花北高速引道防护栏，
致使油罐破裂，所运柴油泄漏到路面，
导致发生了前述多车打滑事故。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8条第 1
款规定，公安交警对违法驾驶员罚款 150
元。同时，该车驾驶员向路政部门赔偿
了 13000元路产损坏费用。

廖锦荣 王洪辉

交警路政查处肇事者消除隐患
油罐车泄漏惹祸：乐广高速梅花北引道口多车打滑

警警 讯讯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违法
犯罪行为，坚决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切实
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4月 7日至
8日，始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辖区连续
2天开展夜查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交警大队以城乡结合部、餐
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
发多发路段为重点区域，设置临时执勤
点，重点查处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
驾驶、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利
用酒精快速测试仪进行快速筛查，并对
存在酒驾醉驾嫌疑的驾驶人进行进一步
的呼气式酒精含量测试，持续保持严管
严查高压态势，不断增强对酒驾醉驾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强有力
的震慑作用，以减少和预防涉酒交通事
故的发生。

通过连续作战，该大队共查获酒驾
12宗，暂扣摩托车 7辆，小型汽车 1辆。

陈世豪

始兴交警频出
重拳查酒驾

吸毒人员被查获。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客运车
辆交通事故，市公安局武江分局交警大
队先后到辖区内客运企业如汽车客运
西站、共达旅运公司进行走访调查及座
谈，讨论客运车辆安全问题，全力预防
客运重特大交通事故。

4月 9日上午，武江交警大队民警来
到汽车客运西站、共达旅运公司进行走
访检查，同时为两企业送去了交通安全
宣传单，向企业安全管理负责人通报了
近期我省发生的交通事故，并认真检查
了客运企业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情况、安

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工作台账、GPS动
态监控平台运行和值守情况，对客运企
业的车辆数量、企业的基本情况、存在的
交通安全隐患进行了检查。

武江交警大队要求两家公司在下一
步工作中要继续做好配带安全带的提醒
工作，让每名乘客养成系安全带坐车的
好习惯。

武公宣

武江交警走访重点客运企业

4 月 5 日至 4 月 12 日，市公安局
110报警台接各类报警、求助电话 2016
起，比上周上升 9.45%。其中刑事案件
63 起，比上周上升 23.53%；治安案件
133 起，比上周上升 6.4%；交通事故警
情 410起，比上周上升 6.77%。

警方提示：

当前，互联网传销犯罪活动有极

强的隐蔽性、欺骗性，理财类诈骗出

现多种新形式。广大群众要树立正

确 的 投 资 理 念 ，警 惕 利 用 高 科 技 产

品、公益慈善等噱头滋生出的新型网

络传销。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如

果其经营的项目并不创造任何财富，

却许诺只要交钱入会、发展人员就能

获取“回报”的，请保持高度警惕。

市公宣

●4月 9日，市公安局召开全
市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公安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总
结去年我市治安管理工作，分析
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做好今年
治安管理重点工作。

●4 月 11 日，市公安局举办
“扫黑除恶大讲堂”，邀请深圳市
公安局法制处执法监督科李娟娟
来我市授课。李娟娟结合具体案
件谈了如何理解和贯彻两高两部
扫黑除恶《指导意见》。

●4 月 11 日，市公安局邀请
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
院讲师席丹丹就《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作专题宣讲
辅导。

●近日，曲江区委书记罗海
俊到樟市派出所就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公安业务水平、提高依法
办事水平进行调研。

朱懋森

本报讯 近日，新丰警方破获一起
高价兜售淫秽物品牟利案。

今年 1月份，新丰县公安局治安大
队在侦破一起传播淫秽物品案件中发
现，案中的犯罪嫌疑人低价购买淫秽
视频，然后高价兜售给他人牟利。工
作中，办案民警对案件抽丝剥茧，深挖
扩线。4月 1日，在县公安局网警大队
的支持下，经过缜密侦查，民警驾车辗
转千里，在茂名市警方协助下，在电白
区一住宅内将这名“批发”淫秽视频的
犯罪嫌疑人钟某杰抓获归案。经审
查，犯罪嫌疑人钟某杰是广州一名高
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其供认自从
高校毕业在广州创业失败后，受朋友的
影响，从2018年开始，自行从互联网下
载淫秽视频，再编辑制作成小视频，利
用微信散布广告，以几元钱不等的价
钱大量向他人兜售淫秽视频进行牟
利，从而踏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新
丰县公安局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罪对钟某杰执行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谭德法 潘康弟

兜售淫秽视频
牟利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