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公英”党员志愿服务走进镇（区）。 张斌 孙晓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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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建工作的有效引
领和推动下，全市公安队伍
面貌焕然一新。去年我们
的队伍中涌现出了‘全国青
年文明号’110报警服务台、
二等功集体丹阳市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南环路派出所
等 37 个部省典型，43 名个
人获得部省市表彰奖励，市
局在市人大组织的‘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专项评议中
荣获第一……这些工作的
取得与丹阳公安坚持不懈
抓 党 建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关
系。”丹阳市公安局党委副
书记、政委景建国说。

近年来，丹阳公安坚持
政治建警，发挥党委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规范组织生活，
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丰
富党建载体，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实现了队伍业务
双提升。

2017年，丹阳新增违停
探头140个、泊位1700余个，
积极推进“红绿灯”自适应建
设，强力整治城市“牛皮癣”
顽疾，收养流浪犬 1500 余

只；建立了“经侦微信服务
群”，全警开展“暖企惠民”大
走访，累计走访企业 3600余
家、重点项目 80余个、解决
问题 296 件；强势组织开展
了“263”、打击食药环、打击
网络电信诈骗、整肃娼赌毒
等专项行动，成功攻克了

“2017·10·27”抢劫杀人案、
“2010·7·17”命案、“5·12”镇
江首例特大盗卖信息案、公
安部督办“毒镖盗狗案”等重

大专案，侦办食药环案件 84
起，强力整肃了“黄赌毒”等
治安顽症。

记 者 了 解 到 ，2017 年
中，丹阳公安多项工作取得
历史性突破：专项维稳工作
被省厅记集体二等功；政工
党支部在全局率先被镇江市
委评为五星党支部；蒲公英
公益活动被镇江市委表彰为
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工会
工作被市总工会评为五一劳
动奖状。在全市公安首届警
体运动会，丹阳市公安局荣
获一等奖，练兵考核取得 15
项单项第一。

以党建引领全局
丹阳公安事业全面提升

指挥中心分秒必争
成功救助割腕女子

本报讯 3月 27日，丹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
一名男子报警电话，他与妻子争吵后离开，妻子随后
打来电话称已经割腕自杀。民警接警后迅速找到该
割腕女子并将她送往医院，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当晚 21 时 31 分，市民窦某拨打 110 报警求助：
其与妻子谭某当日下午在八佰伴对面路口发生争
吵，后谭某单独离开，情绪不稳，不久后窦某接到谭
某电话，称自己已割腕，让窦某珍重。接警台接报
后立即指令和平桥派出所出警，围绕八佰伴对面路
口使用人工结合监控的方式开展搜寻，同时将情况
汇报值班民警。

出警民警反馈周边搜索未发现谭某，视频搜寻
亦未发现其踪迹，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时
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会
错失良机。于是值班民警果断请示值班领导，报镇
江市公安局对谭某的手机进行了定位。随后接警
台收到准确定位信息：谭某位于城河路与中山路交
界处附近，遂立即通报和平桥所出警民警和报警人
窦某前往寻找。

终于，23 时许，报警人搜寻至中山路西段时在
路边发现了已割破手腕的谭某，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抢救。最终，谭某因救治及时脱离了危险。

（王露 戈太亮 张斌）

应对“人员走失、招领”等警情

公安民政联动
搭建绿色救助通道

本报讯 记者从丹阳市公安局了解到，近年，平均
每月指挥中心都会接到近 50起救助类警情，该类警
情上升趋势明显。为此，丹阳公安与民政部门联合开
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救助服务。

不久前，热心群众报警称，丹阳导墅镇有一男子
在路边徘徊，精神不振、情绪急躁。民警前往后跟其
沟通，发现其语音异常、吐词不清，经查找未发现携
有身份证件与联系方式，现场及周边走访未果，后将
其带回派出所，反复查询平台也未发现相关线索。
当日，派出所对其启动救助绿色通道，暂由丹阳救助
站安置。

丹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社会上空巢老人
占比日益增大，受固有生活观念、经济限制等原因影
响，这类老人进社会福利、敬老院等机构享受社会资
源的意识没有跟进，导致部分精神异常、老年痴呆患
者疏于监护监管，频频发生走失现象。派出所遇到这
样的情形多少有些手足无措，难以第一时间找到走失
人员的身份。

记者了解到，遇到“走失”警情，民警会第一时间
采集走失人员信息，并利用警务大平台招领人员库进
行先期比对查找。有监控条件的会进行监控查询，配
合家属对走失地周边监控进行跟踪巡查。对有明显
出走意图且无精神神志障碍人员走失的会通过公安
专用系统进行方向确定，为报警人进一步查找缩小范
围。对现场无法快速甄别招领人员身份的则及时带
至公安机关进行后续身份甄别，在无法确定身份的情
况下，民警会汇报指挥中心启动救助绿色通道，由民
政救助先行安置，对身体异常需要医疗救助的则通知
指挥中心调度120配合。

去年春节期间，丹阳市接警中涉及走失人员达
14人。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群众报警招领是
对公安机关的信赖，此类警情如果处置不力，势必造
成反复报警。2017年 1月 19日，丹阳公安民政联动
绿色通道正式开通。她说：“这些走失人员有许多都
有多次走失的经历，我们与民政部门联动绿色通道
后，不只是能在第一时间对他们救助，还可以在养老
院、福利院等信息中进一步查询他们的身份。”绿色通
道的开通不仅分流了公安招领救助压力，同时也极大
提升了走失信息获取率。

（记者 王露 通讯员 戈太亮 张斌）

指挥中心精确定位指导
民警摧毁一传销窝点

本报讯 今年 2月 16日，丹阳市公安局收到上级
指令：一名姓杨的男子陷入传销，他通过百度地图与
客服发信息求助报警，百度定位被困地址为丹阳市
丹凤北路 220号。丹阳公安指挥中心接到指令后，
立即调度派出所到现场核查情况，最终成功摧毁一
传销窝点。

当日17时30分，丹阳中山路出警民警反馈：丹凤
北路220号系中山商城小区，范围太大寻找求助人有
困难。接警员高雪峰接到派出所反馈电话后，立即打
开接警地图对周边区域进行了详细甄别，再根据其丰
富的工作经验和对丹阳地理地貌的熟悉度，发现附近
的钢铁厂宿舍楼临近丹凤北路 220号，租金低廉，物
管落后，是传销组织最易选择的藏身之地。接到通知
的出警民警立刻到丹凤北路钢铁厂宿舍楼进一步排
摸核实。

果然，出警民警寻至港口西路 13号钢铁厂宿舍
楼 5幢某室时，发现该处室内有人员活动却拒不开
门，民警向指挥中心进一步反馈了现场情况。高雪峰
接到反馈后，即通知联动单位开锁人员至现场，配合
出警民警解救了杨某在内的9名被困人员。

经核实，该处为天津天狮传销组织窝点，杨某于
2月 8日左右被一女子以谈恋爱为由骗入传销组织，
其趁人不备时，通过QQ向好友发送了求救信息和位
置定位，目前，该9人已全部遣散。

（王露 戈太亮 张斌）

从食药环案件门外汉
迅速成长为专业骨干

滕达是去年 8月调任到行
动中队担任中队长的。他说：

“进入公安队伍以来，一直干的
是刑侦工作，来了行动中队才
发现，食药环案件里的很多专
业知识自己都不懂，成了门外
汉。”

于是，刑侦能手滕达开始
自学有关的法律法规，查看案
例，休息时间全部用来看书。

经过不断摸索，他迅速从一个
食药环案件的门外汉成长成专
业骨干，带领中队民警紧紧围
绕当前食药环工作重心，主动
深入基层排查摸底，组织辖区
派出所开展专项行动。

食药环案件直接关系着市
民的衣食住行，在滕达的组织
下，行动中队先后办理了销售
未经检疫牛肉案件、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毒狗案件、
非法采矿等多起在社会上有影
响的案件，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 100 余人，受到领导充

分肯定和群众一致好评。
此外，自 2018年全市开展

“扫黄禁赌”专项行动以来，滕
达率领行动中队先后查处、侦
办了多起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
涉黄、涉赌案件，抓获犯罪嫌疑
人 30余名，破获了京杭大运河
赌博案，捣毁一水上赌博团伙，
有效维护了丹阳的治安秩序，
充分发挥了青年民警的排头兵
作用。

为破案常常深夜外出
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4小时

今年 3 月中旬，滕达获悉
有一外号为“小宝”的嫌疑人纠
集四十余名赌博人员，使用一
条改装的货船在京杭大运河上
聚众赌博，每晚赌资达数十万
元。案情复杂，经前期周密部
署和反复试验，3月底，滕达带
领大队民警组织巡特警大队、
水上派出所、吕城派出所、丹阳
蓝天救援队组织 70余名警力，
在京杭大运河吕城段附近一举
查获了赌博团伙，查获涉赌嫌
疑人 34 名，现场无一逃脱，无
人员伤亡。

此案被省厅列为“扫黄禁
赌”行动第二批挂牌案件督办，
此案的成功侦破得到了省市及
中央级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为

“扫黄禁赌”专项行动增添了精
彩的一笔。然而光鲜荣耀的背
后总是饱含艰辛与汗水，该案
侦破期间，为了确保抓捕工作
绝对安全，滕达多次夜间到运
河边侦查，过度劳累一度引发
他痛风发作，但他只字不提，带
着疼痛坚持工作。

在近期破获的一起非法采
矿案中，因为不法分子总是夜
间作案，滕达和他的队员们每
天都在夜间前去侦查，夜里三
四点回家，早晨八点半又要前
往单位，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只
能睡4个小时。

好在滕达的爱人也是一名
警察，对他的工作十分理解。
最让滕达欣慰的是，读小学六
年级的女儿成绩优秀，对父母
的工作充满骄傲，并立志今后
也要做警察。

滕达说：“做人民警察，只
要能为市民多挽回一分损失，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多做一份贡
献，再苦再累也值得。”

搭平台 强队伍 促业务

丹阳公安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戈太亮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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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冲锋陷阵的年轻人
——记丹阳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滕达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戈太亮 张斌

2004 年参加公安工
作至今，滕达从事一线民
警工作已经14年了，沉稳
的谈吐和亲切的笑容让
人对他有一种信赖感。

滕达说，男孩子都有
军警情节，他小时候想当
警察是因为看了很多电
影，觉得警察做的都是惊
天动地的大事，直到踏上
这个岗位才知道，警察的
很多工作都很琐碎，“但
是当市民对你的工作非
常满意，不停感谢时，那
种成就感和自豪感跟你
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是
一样的。”

滕达今年36岁，现任
丹阳市公安局治安警察
大队副大队长兼行动中
队中队长。作为一名中
队长，他常常带头冲锋陷
阵，从警 14 年，他先后荣
立三等功 3 次，荣获丹阳
市第三届我最喜爱的人
民警察、镇江市每月好警
察、执法示范岗等荣誉称
号，多次被上级予以嘉奖
表彰。

腾达（右）在和同事分析案情。 张斌 孙晓雄 摄

拥有一支信念坚定、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公安队伍，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基
础。去年以来，丹阳市公安局党委按照“以党建带队伍、以队伍促工作”的思路，有效激发队伍活力和潜能，
全面提高公安机关党建工作水平，促进公安工作全面提档升级。

以党建促业务
充满爱心服务群众

行宫小学的贡同学，因父母常年外出
打工，在 7岁时便敏感自卑，产生厌学情
绪。丹阳公安“蒲公英”党员服务团队中
的志愿者张叶宏发现他后与他结对，常年
关心他的生活。7年来，孩子封闭的心扉
渐渐打开，学习成绩直线上升。2015年，
贡同学以行宫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
重点高中丹阳中学，今年即将参加高考。
小贡说，他的志愿是考入江苏警官学院，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以实际行动做好“蒲
公英”关爱留守儿童的传承和发展。

今年以来，“蒲公英”党员服务进镇区
活动已举办四场，分别走进了丹北、界牌、
访仙、珥陵四个乡镇。在与延陵镇近300名
留守、困境儿童结对的基础上，又有96名党
员民警结对96名留守、流动、困境儿童，年
内将完成400余名党员民警与12个镇区累
计近600名留守、流动、困境儿童的结对帮
扶任务，用爱心践行着平安的使命。

周建军说，丹阳公安要求党员们拥
有四个意识、六种情怀。分别为创新意
识、服务意识、精品意识、奉献意识；对民
族的情怀、对国家的情怀、对党组织的情
怀、对公安事业的情怀、对人民的情怀以
及对法律的情怀。

人民警察，究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
的。在充满情怀与大爱的同时，丹阳公
安面临2018年的平安工作，强势开展“清
风行动”，全面推进打击黄赌娼违法犯罪

“扫黄禁赌”行动。
今年一季度，丹阳公安共侦办黄赌娼

刑事案件24起，打击传销专案组连续破获
一般“拉人头”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3
起，查获并教育遣返传销人员151名，解救
受害群众8余人，沉重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丹阳市公安局现有一
位青年民警，去年因在“公
安（青年）论坛”上表现出
色，被党委从看守所调来市
局，来到了更能让他发光发
热的岗位。

记者了解到，丹阳市公
安局“青年论坛”从2017年创
办至今，已吸引100多名民警
报名，53名民警走上讲坛与
大家交流工作、激发潜能、共
享思想，抒发忠诚情怀。该经
验做法得到了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王立科的高度肯定，为
新时代下公安队伍蓬勃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丹阳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政治处主任周建军介绍，
在队伍建设上，丹阳公安一
直坚持公正公平原则，不断
创新政工方式理念，助力打
造政工全新平台。去年，丹
阳公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及时制定了公开、透明、
科学、合理的《2017年警员职
务选拔晋升工作方案》，为
268名符合条件民警晋升了
警员职务，并按照规定调整

了9名人员充实到一线执法
勤务机构中。为弘扬警营正
能量，丹阳公安开展“十佳青
春警星”“十佳军转干部”“我
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等系列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在党建工作的有效引
领和推动下，丹阳公安队伍
面貌焕然一新，全体公安民
警拧成一股绳，将党建工作
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
工作的强大动力，金融维

稳、重点稳控、服务发展、文
明创建、生态安民、创新改
革、规范执法等工作都取得
新佳绩，圆满完成了各类重
大活动安保，果断处置了多
起特殊群体集访和重点人
非访事件，保障了司徒镇薛
家村拆违等重点工程推进，
成功侦办了历史首起非法
采矿案、“利华铜业”骗取贷
款案、“5·12”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李某某敲诈勒索
案、后巷文化城“2010·7·
17”多年命案积案等系列有
影响案件，高质高效地完成
了各项公安业务工作。

以党建强队伍
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交警查缉酒驾。张斌 孙晓雄 摄

经侦大队送法上门开展普法活动。
张斌 孙晓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