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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红色警队

野两支撑冶统筹协调
红山区公安分局牢固树立 野清

网 冶追逃 野一盘棋 冶思想 袁既各司其
职尧各负其责袁又统筹协调尧密切配
合遥

野业务警种冶支撑遥 该局设立追
逃工作专班袁 统筹分局整体追逃工
作袁指挥尧协调各警种之间以及市区
两级业务警种和派出所形成良性互
动袁实现资源尧信息和手段共享 袁全
力支撑野清网冶追逃工作遥 2022 年 10
月 28 日袁该局在赤峰市公安局科信
支队的支持下袁 永巨派出所组织警
力果断出击袁 奔赴林西县成功抓获
潜逃 22 年的外省命案积案在逃人
员赵某某遥

野数据资源冶支撑遥 该局运用自
主研发的各类合成作战应用系统 袁
快速灵活搭建各类实战模型袁 情指
中心尧 刑侦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
中心尧 经侦大队合成作战中心及反
恐应急处置调度中心 4 个中心和警
支大队的信息化建设专班在数据和
信息资源上全力服务追逃工作遥

野三借助冶全面保障
红山区公安分局围绕向专项要

战果尧向警力要战力尧向数据要支持
的野三借助冶工作模式袁最大限度地
推动和激发追逃工作潜能遥

专项行动野借势冶遥 该局有效利
用专项行动袁 保持打击整治违法犯
罪的高压态势袁 全面带动对网上在
逃人员的清理和抓捕工作 遥 仅在
2022 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野百日行
动冶期间袁该局就成功抓获在逃人员
103 人遥
全警动员野借力冶遥 该局改变工

作思路袁 由过去的依靠刑警追逃转
变为现在的指导和支撑派出所追
逃袁最大限度盘活派出所资源袁利用
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底数清和多点
散布尧人员充足的优势袁开展全警追
逃遥 2022 年内袁该局 15 个派出所共
抓获在逃人员 178 人袁 占分局追逃
总数的 75.4%袁 派出所已经成为分
局追逃工作的主力军遥

数据信息野借智冶遥 该局在信息
化平台建设和资源汇集以及 62 名
信息化骨干力量专班建设上持续发
力袁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和跟班轮训袁
带动全警提升信息化应用能力 袁使
得数据研判和信息支撑成为追逃工
作的重要手段和载体遥

野五到位冶相辅相成
在红山区公安分局追逃工作

中袁 红庙子派出所战绩突出遥 2022
年袁 该所抓获网上在逃人员 44 人袁
其中省外在逃人员 42 人袁历年逃犯

2 人袁 刷新了分局单个单位的追逃
纪录遥

两巡四问遥 红庙子派出所每日
早晚巡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袁 第一
时间掌握和梳理网上在逃人员清
单 袁制定 野清网 冶和抓捕计划 袁并与
办案单位从案件属性尧危险等级尧案
情基本情况和人员到位情况四个方
面进行研究袁精细制定抓捕方案遥

一逃一档遥 该所从新型违法犯
罪和传统违法犯罪两个类型开展

野一逃一档 冶建设 袁重点梳理案情 尧
人员信息尧上网审批等环节袁逐人建
档袁为高效实施抓捕尧羁押和移交工
作野打底冶遥

快速落地遥 该所获取追逃信息
后袁快速开展侦查袁第一时间掌握关
键线索袁即刻实施抓捕遥

合成作战遥 该所加强业务警种
和派出所之间的沟通协调尧 协同作
战袁形成前期有研判 尧中期有支撑 尧
后期有保障的工作模式袁 提升追逃
战斗力遥

深挖扩线遥 该所围绕新型犯罪
和传统犯罪案件分门别类开展线索
深挖和巡线追踪袁 尤其是针对电信
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案件 袁抓
获在逃人员后第一时间开展案件深
挖袁为办案部门提供线索遥

渊戴紫君冤

兴安讯 野1947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
日袁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这里召开遥 5 月
1 日袁 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噎噎冶
近日袁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野五一大会冶旧
址袁兴安盟公安局政治部党支部组织的野传
承红色基因尧牢记初心使命冶红色教育主题
党日活动现场袁 党员民警们通过聆听讲解
员讲解袁 回顾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光辉

历程袁感悟兴安红色文化内涵遥
今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袁 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警
营落地生根尧入脑入心袁兴安盟公安局结合
全区公安机关正在开展的 野抓党建尧 整作
风尧强素质尧树形象冶专项活动袁充分利用盟
内野一馆三址冶等红色教育资源袁打造野红色
教育+冶品牌袁激发公安队伍干事创业活力遥

野我们通过组织开展 耶红色参观爷耶红色参
与爷耶红色阅读爷耶红色分享爷等系列活动袁教
育引导全警不断强化理论武装袁 坚定理想
信念袁为锻造新时代耶五个一流爷兴安公安
铁军筑牢思想根基遥 冶兴安盟公安局党委委
员尧政治部主任孙嘉贺表示遥
科尔沁右翼前旗巴日嘎斯台乡袁兴安盟

第一个农村红色党支部就诞生在这里遥 由

巴日嘎斯台派出所民警尧 辅警自编自演的
革命历史题材红色情景剧 叶半扇门板曳袁讲
述了人民群众拆下自家的半扇门板袁 抬着
战斗中身中数弹的共产党员蒋弼仁前往王
爷庙抢救的故事遥 野去年袁我们参与创作并
参演了叶半扇门板曳30余场次袁耶实地参观要
沉浸观演要深入研学爷 的红色文化课堂初
具雏形遥 冶派出所所长王伟体会深刻遥 兴安
公安队伍通过不断深化野红色参与冶活动袁
让红色教育深入人心袁 让红色信仰薪火相
传遥

野大家好袁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是 耶朱
德的扁担爷噎噎冶在扎赉特旗公安局新闻宣
传中心袁民警尧辅警们围坐在一起袁开展野红
色阅读冶警营文化活动袁民警宋佳为大家讲
述红色故事遥 今年袁该局将野红色阅读计划冶
列为警营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尧党
史尧爱国主义传统等内容袁引导党员干部带
头读书学习尧修身养志尧增长才干袁推动全
局形成爱读书尧 读好书尧 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遥 野下一步袁我们将打造全警阅读新平台尧
学习教育新阵地袁开展耶我心向党尧全警阅
读爷系列主题党日活动袁让红色阅读耶燃爷起
来袁让书香铸造警魂尧滋润心田遥 冶扎赉特旗
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尧政委周志远表示遥

新征程尧新思想尧新篇章遥 新的一年袁兴
安盟公安机关将以野抓党建尧整作风尧强素
质尧树形象冶专项活动为统领袁依托兴安盟
丰富的红色资源袁 将红色基因的根脉转化
为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袁 聚焦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安队伍袁 推动全
盟公安机关纪律作风全面向好尧 能力素质
全面提升尧正面形象全面树立袁锻造兴安公
安红色警队品牌遥

(张学俭冤

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遥

“二三五”技战法让在逃人员无处藏身
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追逃工作成效显著

海拉尔警方破获一起
重大生产销售假药案

呼伦贝尔讯 近日袁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
局环食药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重大生产销售假药
案袁捣毁生产加工储藏窝点 3处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人袁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尧假药原料尧生产假药设
备尧辅助工具及未销售的成品假药和外包装材料袁涉
案总金额达 1500余万元遥

2022年 5月袁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接
到群众报案称有人在网络上出售假药袁 办案民警立
即开展线索核查工作遥经初查发现袁海拉尔区居民韩
某涉嫌在多个网络视频平台上非法出售克伦特罗尧
T3甲状腺激素以及其他类固醇类药物袁并采用线上
付费和快递邮寄的方式进行交易袁销售数额较大遥根
据综合研判袁 海拉尔警方发现该线索背后隐藏着一
个多人销售假药犯罪团伙袁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袁全
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遥经过专案组进一步侦查袁发现
嫌疑人韩某多次出入海拉尔区某物流场站内进行提
货袁 确定该物流场站内一隐蔽仓库为假药的生产加
工窝点袁 并先后锁定多名本地非法生产销售假药嫌
疑人遥至此袁以嫌疑人韩某为首的海拉尔当地生产销
售假药团伙浮出水面遥
鉴于假药生产加工窝点已成功锁定袁 且涉案人

员及受害人波及全国多个省份袁2022年 8月 25 日袁
专案组果断收网袁 分六个抓捕组袁 一举将嫌疑人韩
某尧沙某某尧包某尧路某尧刘某尧高某某 6人成功抓获袁
捣毁生产加工储藏窝点 3处袁 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药
品尧假药原料和 10余台生产假药设备及大量辅助工
具袁 并现场同时查扣大量未销售的成品假药及外包
装材料尧快递发货单据遥
经审讯查明袁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宣传尧销售

假药的同时袁韩某于 2022 年 3 月开始租用民宅尧仓
库和雇佣人员从事生产假药非法行为袁在对采购的
假药原料粉完成加工尧分包装等工序后袁随后利用
网络销售尧发展下线和快递邮寄的方式陆续将假药
销售至内蒙古尧辽宁尧黑龙江尧陕西尧山西尧河北等多
个省份进行牟利袁涉案金额达 1500余万元遥 根据前
期案件线索袁专案组民警顺藤摸瓜尧乘胜追击袁继续
围绕韩某的上下线人员进行收网袁 加快斩断生产尧
销售假药利益链条袁先后转战河南尧湖南尧陕西尧甘
肃等地袁在当地警方配合下陆续成功抓获 7 名外地
涉案人员遥 至此袁一条从上游生产到末端销售的假
药链被成功斩断袁涉案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遥

渊沈翠英冤

春节期间袁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累计抓获尧规劝 11名在逃人员归案曰2023年 1月袁该局共计抓

获在逃人员 50名遥喜人战绩的取得得益于野二三五冶技战法的实施遥红山区公安分局依托信息化建设和

警务模式改革袁以业务警种和数据资源野两支撑冶为载体袁借势尧借力尧借智野三借助冶强势开展野清网冶追

逃袁并推广运用红庙子派出所探索出的野两巡四问尧快速落地尧一逃一档尧合成作战尧深挖扩线冶野五到
位冶袁总结形成了追逃野二三五冶技战法袁持续加大对网上在逃人员的抓捕力度袁最大限度挤压在逃人员

的潜藏空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