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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企服务站搭起警企“连心桥”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

区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袁
和林格尔县公安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
侦查大队大队长尧驻企服务站负责人秦剑和
企业值班员工交谈着院野过年啦袁更要注意消
防安全袁另外袁发现矛盾纠纷线索袁请大家及
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噎噎冶2022年 4月袁 和林
格尔县公安局在盛乐经济园区设立了驻企
服务站袁秦剑成为经济园区驻企服务站负责
人遥

野经常看到民警在园区里走访袁 企业有
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能解决袁我们职工感到
很安心遥 冶企业员工老张对驻企服务站的工
作赞不绝口遥
春节前袁和林格尔县公安局民警与蒙牛

乳业公司安保人员组成了警企联合巡逻队遥
野秦警官袁过年好袁过年也不休息呀钥 冶

看到秦剑来了袁值班员工熟络地打着招呼遥
野过年好啊袁王师傅浴 越是过节袁咱们越要绷
紧安全这根弦呀遥 冶秦剑笑着说遥紧接着袁秦
剑就开始了安全防范宣传院野过年期间袁电
诈案件多发袁大家要注意防范袁千万不要轻

易转账噎噎冶野放心吧秦警官袁 我们都下载
了耶国家反诈中心爷APP袁而且你也讲了那么
多次袁我们一定注意遥 冶王师傅说遥秦剑点点
头袁 又压低声音问院野你跟李师傅还闹别扭
吗钥 冶野早就和解了遥 冶王师傅笑眯眯地回答遥
原来袁 几天前王师傅和李师傅因配送货物
发生矛盾袁险些打起来遥 秦剑听说后袁迅速
赶来劝阻袁并将两人带回服务站进行调解遥
野都是同事袁抬头不见低头见袁闹得脸红脖
子粗袁 没必要嘛噎噎冶 经过秦剑的一番劝
解袁两人都消了气遥

在生产车间里袁各种先进的生产机器体
现着现代工业之美遥 野有事儿您说话浴 冶巡查
完毕袁秦剑向值班员工叮嘱了几句后回到服
务站遥 野自驻企警务服务站成立以来袁和林格
尔县公安局帮助公司挽回了上千万元的经
济损失遥 冶秦剑说遥 这时袁门外传来声音院野老
秦袁过年好啊浴 冶秦剑赶紧迎出门袁原来是园
区企业领导来警务服务站拜年遥 野感谢你们
啊浴 民警进驻园区袁让我们企业职工更有安
全感了遥 冶

渊苏世德 王宏宇冤

反诈民警的
新春愿景

野您好袁这里是通辽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袁 您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袁 请不要
轻信袁谨慎转账噎噎冶

野我是通辽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袁
节日期间是电诈高发时段袁 请提高防范
意识遥 冶

1 月 26 日袁在通辽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袁 预警劝阻大队大队长王延旭依旧和
同事们坚守在岗位上遥

王延旭介绍袁根据节前研判袁春节
期间袁电诈案件多发遥 预警劝阻是防范
电诈极为重要的一步袁预警劝阻大队民
警尧辅警平均每人每天拨打预警劝阻电
话数百个遥

野劝在被骗前袁阻在成案前袁这是反
诈民警的工作准则遥 冶王延旭说遥

打一个劝阻电话看似简单袁 但实际
操作起来却很见功力遥 民警尧 辅警在拨
打预警电话的过程中袁 常常会被群众误
认为是骗子袁 真是百口莫辩袁 让人感到
又急又恼袁 但预警是争分夺秒的事情袁
无论如何都不能停下来遥 王延旭打开电
脑袁 指着过去一年的预警电话记录说院
野2022 年我们拨打预警电话 85 万余个袁
避免群众损失 4000多万元遥 冶

野铃铃铃浴 冶野王队袁接一下电话浴 冶遥
王延旭对着电话那头激动地说院野真是
太好了袁太及时了浴 冶是什么让他如此激
动钥 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遥

王延旭激动地说院野30 分钟前袁预警
劝阻大队向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推送了 1条高危预警信息院 辖区居民赵
某有被诈骗风险袁 要求民警立即上门劝
阻袁 而此时赵某已前往银行准备汇款遥
民警随即追到银行袁 此时袁 赵某正要将
自己银行卡内的 30余万元进行转账遥经
民警竭力劝阻袁 赵某如梦方醒停止了转
账遥 冶

王延旭说袁 反诈工作最紧要的就是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遥 就在预警劝阻大队
民警尧 辅警忙个不停的时候袁 案件大队
接连传来好消息院 经过连日攻坚袁 科尔
沁区尧开发区分局利用野断卡冶线索成功
打掉收贩卡团伙 1个曰 霍林郭勒市破获
1起公安厅督办的电诈案件袁 分别在上
海市尧 江苏省和云南省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遥

该中心案件大队大队长王大伟介
绍袁反诈工作更像是野暗战冶袁是无声的
较量遥 据介绍袁2022 年通辽公安机关发
起 3 场全国集群战役袁抓获嫌疑人 1079
名袁 集群战役发起数在全国地市级公安
机关排名第一遥
王大伟指着案情分析图说袁 今年他

们还要突破这个成绩袁 案件大队已经开
始了新一轮攻坚战遥

渊戴紫君 王强冤

包建国是兴安盟扎赉特旗公安局阿拉
达尔吐派出所的一名新警袁今年也是他的第
一次春节值班遥

野妈袁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袁你们老两口
多做点好吃的遥 冶视频通话中的民警叫包建
国袁 是扎赉特旗公安局阿拉达尔吐派出所的
一名民警袁2000年出生的他于 2022年 9月
参加公安工作袁从警头一年袁他没有回到 200
多公里外的老家过年遥今年的除夕到初六袁他
把休假回家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事袁 自己则
继续坚守岗位袁守护着辖区的一方平安遥

母亲通过视频得知儿子不回来了袁心里
不免有些失落袁 但还是笑着叮嘱他院野你上班
戴好口罩袁一定要勤洗手遥冶面对母亲野温暖牌
的唠叨冶袁包建国在电话这边连连点头遥野多穿
点衣服袁照顾好自己冶袁母亲嘱咐他安心值班袁
不用担心自己遥包建国也有些放心不下袁叮嘱
父母注意身体遥 简短的对话袁温暖的亲情袁此
刻没有无奈与不理解袁只有思念与祝福遥作为
一线民警袁从春节安保开始袁基层派出所民警

的工作量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遥 对于他们来
说袁节假日和平时的工作日相比袁反而更加忙
碌了遥参加工作 4个月以来袁包建国在所长的

带领下袁化解了 10余起矛盾纠纷袁他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一致好
评遥 渊孙鹏程冤

新警包建国院第一次在派出所过春节

图布新是兴安盟扎赉特旗公安局巴
彦乌兰派出所所长袁2023年 4 月就要退休
了袁这个春节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值
班遥

野快过年了袁有的小偷也开始蠢蠢欲动
了冶遥1月 21日袁除夕袁扎赉特旗气温降至零
下 26摄氏度遥 图布新在开完早会后袁便和
同事来到辖区人流密集地点巡逻袁 遇到人
流拥堵袁赶紧上前疏导袁遇到商贩之间发生
口角纠纷袁 赶紧制止化解噎噎他说院野白天
见警察尧晚上见警灯袁群众就有了满满的安
全感冶遥巡逻回来袁刚要喝一口水袁值班室的
电话又响了噎噎图布新和年轻的同事们匆
忙带上单警装备袁驱车出发遥

赶到现场袁才知道袁原来是辖区 70 多
岁的李大哥的儿子在年夜饭上多喝了几
口酒袁趁着酒劲袁亲人之间言语不合便吵
了起来遥 了解事情经过后袁图布新三言两
语就把李大哥儿子野镇住冶袁在大家的配合
下袁最后将其送回了家遥 图布新说院野这么
多年春节值班袁警情大多都是酒后闹事和
纠纷袁其他警情不算多袁真心希望大家少
喝酒袁都平安遥 冶

野做好群众工作袁是密切警民关系尧打
牢公安工作的群众基础遥 冶图布新总是对
身边的民警反复叮嘱道遥 化解好每一起纠
纷袁办好每一起案件袁做好每一次巡逻袁服
务好每一次求助袁能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
支持袁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遥 野我们有事都愿
意找他袁干起工作更有耐心尧更认真冶袁群
众乐呵呵地说道遥
节前袁图布新与同事再一次走进白七

斤老人家袁老人见到图布新时袁脸上露出
了笑容袁民警与老人促膝长谈袁了解近期
老人身体状况尧生活情况袁还为老人送上
普法宣传遥
白七斤老人今年 83 岁了袁 子女们一

去上班袁家里只有老人一个人袁所以图布
新经常来探望老人家袁看看老人的身体状
况袁和老人聊聊天尧解解闷遥图布新说院野在
入户走访时袁 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朋
友袁带着微笑走进群众家门袁积极与群众
沟通袁掌握他们的诉求袁把关怀温暖送到

群众心里袁才能真正体现出入户走访的实
际效果遥 冶

野虽然我已经快要退休了袁 工作中的
一幕幕依然会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袁那些
和战友们一起出警尧巡逻尧开会学习的画
面仿佛就在昨天遥 这段时间以来我感慨万
千袁心里更是难以平静袁甚至带着几分感
伤和失落袁其中更多的是对工作的不舍和
对战友的牵挂袁这里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袁这里有我的战友以及我的昨天遥 冶图布
新激动地说道遥

老警图布新院站好最后一班岗

“60后”与“00后”：不一样的年纪同样的担当

召开座谈会遥

为百姓排忧解难遥

新警包建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