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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宝力格讯 春节期间袁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
的部署要求袁圆满完成各项安保工作袁辖区未
发生刑事尧治安案件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和
火灾事故袁全旗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遥
节前袁该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袁细化部署

野双节冶期间安保和公安各项重点工作遥 春节
期间袁该局启动一级勤务袁抽调机关警力充实

一线袁局领导实行双人带班袁与各所队长挂点
负责尧分片包干尧率先垂范袁深入一线开展清
查袁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遥

节日期间袁 该局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见警
率和管事率袁对全旗重点部位尧重点场所尧重
点区域开展野网格化冶巡逻防控曰为有效增强
群众反诈意识和能力袁 民警给群众讲解电信
诈骗的惯用手段和类型袁 切实筑牢反诈安全

防线曰坚持户籍尧出入境窗口野不打烊冶袁服务
群众不打折袁合理安排警力袁确保在岗在位袁
坚持急事急办尧特事特办袁确保群众在春节期
间能够及时办理户口尧身份证等业务袁并通过
各种方式发布通告袁告知辖区群众开放时间袁
让返乡人员感受到家乡的温暖遥

春节期间袁 该局班子成员分别进行走访
慰问活动袁 第一时间为基层所队尧 离退休干

部尧 困难民警和民警遗属送去局党委的关怀
和新春祝福遥 法制督察大队抽调专人采取明
查暗访和突击检查等方式袁 深入基层单位和
执法执勤一线袁 及时发现和查纠各类问题苗
头隐患袁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落细袁为人民
群众平安度过春节创造了安全尧稳定尧和谐的
社会环境遥

渊任魁冤

乌拉特后旗公安局圆满完成春节安全保卫工作

奉献诠释担当
坚守铸就平安

陕坝讯 春节期间袁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公安局全体民警尧辅警恪尽职守袁全力奋战在
巡逻防控尧交通疏导尧安全检查尧服务群众的
第一线袁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袁用忠诚守护
万家灯火遥
该局严格落实野1尧3尧5分钟冶应急响应机

制袁局机关巡逻组尧巡特警大队尧各派出所采
取车巡尧步巡与街面屯警相结合的方式袁强化
对繁华商业区尧社区村街等人员密集区域尧重
点部位尧路段等巡逻防控力度袁切实提升见警
率尧管事率尧增强震慑力尧管控力袁让人民群众
实实在在感受到警察在身边尧安全有保障遥
该局紧盯辖区重点部位尧场所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袁 着重对容易滋生黄赌毒违法犯罪
的娱乐服务场所及宾馆尧 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
全方位检查袁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袁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遥 同时袁该局加大对烟花爆竹尧
涉枪涉爆尧 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等违法行为的安
全监管袁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袁为群众欢度新
春佳节营造平安祥和的社会环境遥
春节期间袁该局严格落实领导野双值班冶

和 24小时应急值班备勤制度袁各带班局领导
带头在岗在位袁 深入基层一线督导检查安保
维稳工作袁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所队尧执勤卡点
民警尧辅警袁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
问候遥督察部门持续对各单位民警尧辅警在岗
在位尧值班备勤尧警容风纪尧巡逻防控尧窗口服
务等方面工作开展网上巡查和现场督察袁督
促民警尧辅警履职到位尧巡防到位尧服务到位尧
执法到位袁确保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精神面貌遥

渊褚铁栓冤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大沁他拉讯 2022年以来袁通辽市奈曼旗
公安局牢固树立野安商尧护企尧惠企冶服务理
念袁多举措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袁当好企
业健康发展的守护者和服务者袁 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遥
该局成立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导小

组袁形成一把手抓总尧分管领导主抓尧治安部
门负责尧部门联动全面推进的工作格局曰局党
委成员包联企业袁环节干部担任联络员袁常态
化开展企业走访袁及时掌握企业需求袁实现涉
企信息快沟通尧快推进尧快处置曰持续提升窗
口服务效能袁全面推行野马上办尧网上办尧就近
办冶服务模式袁完善野互联网+警务服务冶袁使
群众尧 企业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更加便捷高
效优质的服务遥 2022年以来袁该局累计推出
便民利企举措 39 项袁 培训企业保安员 396
人袁送法入企 31次袁受教人员 6000余人袁为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28个遥
该局加大对侵害企业利益尧 影响企业生

产的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力度袁做到快侦快破尧
止损挽损袁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遥 2022年
在侦破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玻璃纤维电极板
被盗一案中袁该局民警缜密侦查袁远赴外省对
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袁为企业追赃止损达 30
余万元袁得到了企业的广泛赞誉遥 (徐振江)

树林召讯 1月 23日袁正月初二袁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通过缜密侦
查尧 精准研判袁 迅速打掉一个流窜于附近
市尧旗县作案的盗窃团伙袁破获系列盗窃案
件 6 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袁为群众挽回
经济损失数万元袁 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春节遥

大年初二袁刑侦大队接到辖区群众赵某
报警称袁其经营的超市内现金与名烟被盗袁
价值 5000余元遥 民警迅速出警袁 固定现场
证据袁加大排查范围袁多方走访群众袁并对
近期相似的案件进行串联梳理遥 通过对案
发现场及周边的影像资料分析和大数据筛
查相结合的方式袁 警方锁定了 2 名犯罪嫌

疑人李某尧 高某某袁 但嫌疑人平时居无定
所袁昼伏夜出袁很难掌握其落脚地点遥 民警
顺线追踪袁经过大量的摸排尧走访工作袁逐
渐掌握了以李某为首的盗窃团伙的成员体
貌特征和其在东胜的落脚点遥 民警随即驱
车前往东胜组织警力对该盗窃团伙进行布
控抓捕袁 成功抓获该盗窃团伙中的 4 名嫌

疑人袁 并现场扣押了被盗香烟及其他被盗
物品袁为受害人挽回了损失遥

经讯问袁李某等犯罪嫌疑人对其盗窃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袁 并交代了在土默特右旗
等地多次作案的犯罪事实遥 目前袁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遥

渊赵耀冤

达拉特旗公安局破获系列盗窃案

新春伊始袁万象更新遥 1 月 22 日 9 时
许袁在祖国北部边陲袁内蒙古兴安边境管
理支队伊尔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吃过早
饭袁带好巡逻装备尧扛起国旗前往中蒙边
境地区巡逻遥

伊尔施边境派出所位于内蒙古阿尔
山市袁担负着边境辖区治安管理和边境管
理任务遥 阿尔山市地处祖国北部边陲袁大
兴安岭山脉的中段袁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袁区位
独特袁责任重大遥 边境管区山高林密尧峻岭
巍然袁是国家后备林木资源的绿色宝库遥

野王叔新年好浴 冶巡边民警第一站来到
护边员王玉发的牧点袁向他送上了新春祝
福和节日吃的新鲜蔬菜袁并现场分配了此
次的巡边任务和路线遥

野今天天气格外冷袁孩子们多喝点热
水暖和暖和袁咱们就开始巡边遥 冶王玉发
说遥 61 岁的护边员王玉发是此次巡边队伍
中最年长的袁他的牧点距离边境线仅 1 公
里袁边境前沿有哪些风吹草动尧突发情况袁
他都会第一时间向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报
告遥

就在 1 月 18 日袁王玉发在放牧期间发
现 1 只残缺的黄羊尸体袁 疑似有盗猎行
为遥 随后民警前往边境前沿袁对现场调查
取证未发现盗猎工具及人车脚印遥 与林业
保护部门通报后袁了解得知原来近期有狼
群出没袁 这只黄羊有可能是被狼群围猎遥
民警将此预警信息及时通知给周边牧点袁
防止牧民放牧时被野狼攻击遥

当日气温低至-34益袁 民警和护边员
组成的巡边小队向林海深处走去袁一路上
大家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动物留下的足迹袁
判断动物种类和体型袁或是为野生动物投
放食物遥

巡边路上袁伊尔施边境派出所教导员
王禹新说袁近年来当地群众摒弃了野靠山
吃山袁靠水吃水冶的思想袁盗猎盗伐的现象
消失了袁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了袁经常有
成群结队的狍子尧黄羊在公路尧田间觅食
活动遥

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袁在这么美丽壮
阔的环境下巡边 , 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
线袁每一步都特地踏实遥 冶民警姚德政说遥
在没有尽头的山路袁 踏在齐膝的雪地里袁

巡边小队一走就是大半天时间遥 虽然又冷
又累却能苦中作乐遥 他们说巡边就是像听
着交响乐高抬腿袁 一边享受一边锻炼袁这
样的生活很充实尧很有意义遥

野我来这里工作 5 年了袁刚来的时候
感觉比我们老家气温冷多了袁但每次巡边
看到野生动物出没袁我都觉着自己的工作
特别有意义袁 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袁我
为自己感到骄傲浴 冶河南籍民警刘志强说遥

伊尔施边境派出所边境辖区 895.66
平方公里袁其中 80%是森林遥 天蓝尧地绿尧
水美袁让大兴安岭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
生态资源遥 伊尔施边境派出所不断加强生
态保护的宣传力度袁在日常开展的各项工
作中袁 提高辖区群众对生态安全的重视袁
与驻地群众一起形成合力袁共同守护祖国
的绿水青山遥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努力袁巡边小队登
上了门山山顶袁蜿蜒流淌的哈拉哈河尽收
眼底遥 民警清扫了界碑前的积雪袁迎着凛
冽的寒风将五星红旗高高举起袁所有人整
齐列队袁面向国旗袁庄严敬礼遥

渊韩志祺冤

林海深处“巡边人”

锦州讯为扎实做好春运期间的各项工作袁
沈阳铁路公安局锦州公安处建平车站派出所按
照上级工作部署袁对管内建平站尧叶柏寿站客运

职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遥同时袁针对春节期间气
候干燥袁燃放烟花爆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袁该所
组织警力对内部单位开展了全覆盖消防检查袁

确保了管内安全遥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袁锦州公安
处建平车站派出所全体民警将恪尽职守袁 全力
以赴确保春运安保工作圆满完成遥 渊张浩冤

铁警战春运 全力保平安

春运期
间袁通辽铁路
公安处赤峰
西车站派出
所民警在候
车室内开展
安全巡逻袁护
航平安春运遥

李薇 摄

护航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