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立检查点严防外部输入

野一体尧两翼尧三大支撑尧四轮驱动冶

破获野7.07冶特大网络非法经营案
维护政治安全尧社会安定尧人民安宁

本版策划尧组稿院刘品 袁祥梅

公共安全一头连着经济发展袁一头连
着千家万户袁与公安工作紧密关联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袁县
公安机关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尧坚定的信心
决心尧务实的作风举措尧严格的标准要求袁
全力投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袁打
击尧整治尧宣教等多措并举袁切实筑牢公共
安全屏障袁坚决当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野守护神冶遥

要要要瞄准三级消防单位尧居民住宅小
区尧群租房等重点目标袁狠抓消防隐患清
零行动袁排查隐患 24704 处袁查处消防违
法违规案件 274 起袁罚没金额 212900 元曰
重抓涉危涉爆安全监管袁 扎实开展小化
工尧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野除隐患尧防
风险冶尧野冬季攻势冶 危险物品等专项整治
行动袁加强行业源头安全监管袁排查整改
隐患 665 处袁约谈野两客一危冶重点企业 6
家袁查控危化品运输车辆 489 辆次曰紧盯
危险化学品生产尧经营尧储存尧运输等环
节袁先后查处剧毒尧易制毒尧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行政案件 129 起袁 收缴烟花爆竹
11662 件袁 严厉打击各类涉危涉爆物品违
法犯罪活动袁守牢了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
的底线遥

野智慧平安大道冶建设取得初步成效院
交通事故数下降袁交通事故亡人数同比下
降 58.3%袁未发生重大消防尧危化品安全事
故遥

要要要我县公安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及
镇区对全县排查出的 887 处路口 961 项
整改任务和 380 处临水路段及桥梁涵洞
安全隐患进行整治曰与交通尧城管等部门
密切配合袁整治野三超一疲劳冶尧酒驾醉
驾尧套牌无牌等违法行为袁同时抓实研判
预警尧疏导尧管控等措施袁大力改善电动
自行车违法尧载客电动三轮车闯禁区尧机
动车乱停乱放尧 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噎噎交警部门累计查处交通尧 违法
违规案件 32 万余起遥

要要要对标野打造一流警务工作冶袁提升
铁军队伍整体形象遥 县公安局始终把队伍
建设摆在突出重要位置袁深化推进现代精
锐铁警建设袁 组织开展 野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冶教育整顿尧执行力提升年
活动尧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袁队伍
精神状态和作风形象持续向好曰及时组织
挂钩任职尧岗位交流尧表彰奖励袁96 名社区
民警全部进社区网格袁10 名派出所所长担
任镇区党工委班子成员袁25 名科级干部被
重用尧提拔尧交流袁51 名民警获立功尧受到
嘉奖和通报表扬遥

回望袁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遥2021 年袁县
公安局将以继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为契机袁紧扣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野十四五冶规划袁围绕中央尧省市县决
策部署袁在县委尧县政府和市公安局的领
导下袁 以升级现代治安防控体系为基石袁
有力维护政治安全尧社会安定尧人民安宁袁
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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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之需尧人民之福遥
2020 年袁 县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面对新时代给出的

新野考题冶袁在市公安局和县委尧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统筹疫
情防控和主责主业袁紧紧围绕野一体尧两翼尧三大支撑尧四轮驱
动冶工作布局和野五个三冶总体规划袁深化推进现代警务体系建
设袁用顽强拼搏尧扎实苦干的努力和奋斗袁为射阳高质量发展
贡献了野公安力量冶袁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优异答卷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遥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袁身处防疫第一线的广大民警不仅是战

野疫冶的见证者袁更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者遥 广大党员民警辅警全方
位推动党建带队建各项措施落地生根袁从机关到基层形成党委领
导尧上下联动尧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袁汇聚起公安战野疫冶磅礴力
量遥

疫情发生以来袁全县公安干警野白垣黑冶工作连轴转袁通宵达旦
成常态遥 聚焦野找人尧查车尧守点尧控面尧清源尧管网冶六大关键袁落实
野七个在一线冶要求袁组织警力全力开展数据核查尧外围堵控尧社区
防控等工作袁托底落实涉外航班人员核查尧进京通道查控任务遥

一组组数字道出基层防疫的艰辛袁一个个细节重现抗疫一线
的场景遥

面对疫情袁全县公安民警共核查见底国内数据 16559 条尧境外
数据 5768 条袁快速打击 112 名涉及疫情的违法犯罪分子袁快侦快
判江苏首例销售不合格医疗器材案曰

出动警力 5300 余人次袁设立疫情防控检查点 6 处袁检查车辆
10 万余辆次尧人员 16 万人次袁日均引导检查车辆 1000 余台次曰

利用大数据平台尧车辆缉查布控系统袁累计开展重点疫区车
辆跟踪和落地查找 2800 余次袁为全县夺取野零确诊尧零疑似冶重大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夯实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野第一道防线冶袁更要筑牢安保
维稳坚实防线遥 2020 年袁县公安局深化野战时+常态冶安保维稳机
制袁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尧全国各级野两会冶尧省委主要领
导来射调研尧 全市高质量发展现场观摩等重大活动安保任务袁确
保了敏感时间节点平稳过渡袁帮助化解涉及医疗物资的重大合同
纠纷袁有力保障了太阳城工区河消防隐患集中整治尧黄沙河违规
用海集中整治工作顺利推进遥

百姓评价公安工作袁关键是看治安遥
一年来袁全县公安民警坚守在保护百

姓平安的最前沿袁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投
入到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袁勇于检
举和揭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袁共同营造良
好的法治氛围袁为群众安居乐业袁为促进
全县各项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遥

利剑高举袁犯罪分子纷纷落网遥
这一年袁县公安局统筹打好野扫黑除

恶尧禁毒除患尧惩盗除骗尧打假治劣冶四场
战役袁八类案件破案率达 100%袁刑事破案
率达 52.2%遥

这一年袁配合市公安局打掉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 1 个袁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 3
个袁摧毁涉恶团伙 69 个袁抓获九类涉恶犯
罪嫌疑人 649 名袁查封尧冻结尧扣押涉案财
产 1.76 亿元袁中央尧省部级交办的重点线
索全部办结袁市级交办线索办结率居全市
第二袁全县刑事案件发案尧破案出现一降
一升的良好势头袁被表彰为野全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集体冶遥

这一年袁摧毁恶势力尧网络诈骗尧网络
贩枪尧跨境赌博尧跨省贩毒尧制售假尧污染
环境等系列团伙 16 个袁 跨区域捣毁网上
犯罪团伙 16 个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 88 人袁
破获野7.07冶特大网络非法经营案袁涉案金
额达 4 亿余元曰 帮助江阴尧 吴江抓获 18
年尧13 年命案嫌疑人曰 在全国缉枪行动
中袁远赴广西尧云南缴获枪支 50 余支袁主
要绩效完成列全市第一方阵遥

一批又一批平日气焰嚣张的犯罪分
子锒铛入狱袁看到恶人终遭恶报袁群众无
不拍手赞快遥 面对社会如潮好评袁县公安
局创建平安城市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袁以
与时俱进的勇气和决心袁精准推进升级现
代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遥

2020 年袁全面实施感知野天罗冶尧巡逻
野地网冶尧侦控野锋刃冶尧情报野棱镜冶尧场所
野慧盾冶五项计划袁先后投入 1.6 亿元专项
经费袁高密度布建以视频监控尧电子围栏尧
网络围栏为科技支撑的 6 道智慧感知防
线袁完善升级以合成作战中心尧反电诈中
心尧技侦手段尧网侦手段为支撑的主动进
攻体系遥固筑沿海防控体系袁破获走私尧非
法捕捞等案件袁查扣走私冻肉尧林木尧白糖
等袁案值超亿元遥

全力打造以实战型警务工作站为支
点的街面巡防网尧以智慧警务室为支点的
社区巡防网尧以公路检查站为支点的外围
堵控网袁 重点建设智能监控覆盖沿海路
段尧码头尧入海口的沿海治安防控中心袁织
密以智慧危管尧智慧公交尧智慧小区尧智慧
街区尧 智慧大道为主的社会面智慧管控
网遥

在市公安局组织的临控测试和全市
110 接处警野关城门冶两项考核中袁我县网
吧尧宾馆预警尧320 抓拍率尧人像识别精准
度测试结果优秀袁利用感知系统和前端作
战单元实施车辆比对尧轨迹分析尧卡点布
控尧围堵抓捕等实战效能明显遥 由县公安
局研发的执勤执法模型叶交通事故高发与
巡逻路径关联分析曳在公安部尧省公安厅
交管野大数据建模比武竞赛冶中获评优秀
模型尧全国唯一县级公安机关优胜奖遥

牢牢把握公安机关政治属性
汇聚战野疫冶磅礴力量

保持严打严控高压态势
精准升级现代治安防控体系

筑牢公共安全底线
当好群众生命财产野守护神冶

狠抓消防隐患清零行动

强化危化品安全监管

开展小化工专项整治

远赴广西尧云南缴获枪支

严查野三超一疲劳冶

智慧警务工作站

智慧小区

落实战时思想工作机制

县公安局全体干警热烈祝贺县人 大 十 五 届
政 协 十 三 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开展社会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