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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素质要警力，向能力要警力

无无棣棣刑刑侦侦大大队队迈迈向向““学学习习型型””

学习贯彻新刑事诉讼法

贯穿到日常办案工作中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自2013年1月1日实施，为尽快
适应新法实施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在2012年年底和2013年
1、2月份，刑侦大队放弃晚上
休息时间，全体民警开展了11
场次的培训，分17个专题进行
了培训。结合办案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开展讨论，解决不了的
与上级业务部门、检法两院进
行沟通，全体民警的法律素质
快速提高，在最短的时间内适
应了工作需要。年内起诉案件
80余件，全部做到了程序合
法，证据确实充分。

侦查和技术脱节，是多年
来刑侦工作的顽疾，为彻底改
变这个问题，刑侦大队制定方
案，对侦、技结合采取硬性规
定，技术员参与案件的侦办和
审讯，通过现场情况指导案件
侦办的方向和审讯的针对性，
技术人员之间，痕检、法医相
互学习，彻底打破思想上的壁
垒，法医懂勘查现场，技术员
懂基本的法医知识和生物检
材的提取。通过一年的实践，
刑侦民警“一警多能”的局面
基本形成。

“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

学习外地的经验和做法

为解放民警思想，开阔眼

界，刑侦大队争取局党委的支
持，年内累计参加公安部、省
厅、市局组织的各种专业培训
12人次，同时，大队自行组织
技术室民警到寿光、惠民进行
了参观学习。刑侦大队对新型
科学技术不断加强引进、学
习 ，今 年 省 厅 研 制 开 发 了
VCM视频侦查网上作战平
台，能够快捷方便的甄别有视
频的犯罪情况，刑侦大队派员
参加培训学习，引进设备并安
装使用，聘请专业人员讲解，
使每名民警都掌握先进的侦
查手段。大队还专门聘请市局
刑侦支队、禁毒支队等有关队
室的专门人员就“三位一体”
追逃技战法、打击“非法调查
类”犯罪、打击涉毒犯罪等进
行了授课，民警的综合和单向
业务技能均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提高。

借“今天我主讲”提高技能

搭建交流平台经验分享

2013年以来，刑侦大队坚
持开展“今天我主讲”活动，根
据工作情况，利用工作间隙和
晚上的时间开展。此项活动不

拘形式，每名民警将自己的一
技之长、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做
法、办案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所侦办案件的成功和不足等
内容登台演讲。

2月26日让具有打黑经验
的佘崇敬讲解打击黑恶势力
团伙的侦办经验，高玉明大队
长参加了全国刑侦大队长培
训后，10月31日，专门讲解了
侦破大要案件的有关指挥、调
度、侦查方面的先进经验、做
法，既能让同志们之间共同提
高，又锻炼了个人的表达能
力。即提高了侦查员个人的业
务素质，又提升了刑侦大队整
体破案攻坚的水平和能力，适
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刑侦大队自行开发维护
了自己的公安网页，作为推动
日常工作、增加信息交流的平
台，在网页上设立“学习园地”
和“经验交流”版块，民警总结
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经验书
写成专门的文章，供大家学习
参考，同时将外地的先进经验
做法，最新的司法解释、特殊
案例等挂在网页上，供大家学
习使用，共同提高。

无棣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日夜奋战在打击犯罪的第一
线，人手少，任务重，平时很少有专门时间进行学习，但是
大队班子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发展，给刑侦民警的业务
能力、法律素质、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侦大队
提出了“向素质要警力、向能力要警力”的口号。2013年以
来，刑侦大队多措并举对民警进行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
的培养，打造了一支学习型刑侦队伍。

本报通讯员 邓涛 本报记者 王忠才

警务快讯

滨城食药环侦大队

召开食品安全座谈会

8日，滨西分局围绕“110，
守护您的平安”这一主题，集中
开展2014年“110宣传日”活动，
在胜利十五中学开展了以警用
装备展示为主题的“110宣传进
校园”活动。图中民警正在向师
生介绍警用枪支的装备和使用
方法。

本报通讯员 周向阳 本
报记者 王茜茜 摄影报道

111100宣宣传传
进进校校园园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黄卫星 记者 王忠才) 1月
13日，邹平县焦桥镇的小曲(化
名)携未婚妻小张到焦桥派出
所送喜糖，感谢尹兆亮所长的
帮助，使自己过上了新的生活。

事情还得从2013年2月份
说起，驻村民警尹兆亮所长到
辖区走访，听说村东头的老曲
爷俩经常打架后决定去看看。
刚过老曲家，就感到了一股紧

张的气氛，小曲拿着一把生了
锈的刀要和父亲老曲拼命，老
曲也手拿铁锨喊着不想活了，
老曲媳妇吓得躲在里间里不敢
出来。

尹兆亮责令爷俩放下“武
器”，听听他们的原委。老曲老
两口中年得子，对孩子非常娇
惯，小曲从小就经常出入网吧
酒吧，没有钱就问家里要，初中
还没毕业就不上学了，整天游

手好闲。老曲主要收入就靠种
地收入很有限，一年到头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看着同龄人都
有了对象，小曲埋怨父母不给
自己找对象。其实老两口更着
急，症结主要在小曲身上，小曲
是附近村庄的“名人”，女方一
听就摇头，这样，小曲的个人问
题就耽误了。小曲不从自己找
原因却怨父母没本事，为此，经
常和父母闹架。尹兆亮对小曲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鼓励他用
双手追求自己的幸福，并给他
联系了当地一家企业上班。老
曲一家成了驻村民警的重点关
注对象。

小曲“浪子”回头，村民们
渐渐改变了对小曲一家人的看
法。在上班期间，小曲和同在该
厂打工的姑娘小张确定了恋爱
关系，两人商量结婚，并邀请尹
兆亮做他们的证婚人。

曾曾经经父父子子持持刀刀对对峙峙，，如如今今家家中中喜喜上上眉眉梢梢
邹平焦桥镇驻村民警助“浪子”回头

警警企企恳恳谈谈话话平平安安 合合作作共共赢赢谋谋发发展展
本报1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霞 记者 王忠才 )

近日，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区
分局经侦大队组织开展了首
次“警民恳谈”活动，邀请到
魏桥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建行滨州经发支行等12家重
点企业代表召开了“警企恳
谈会”，一同座谈公安经侦如

何更好地服务企业、警企之
间如何更好地预防经济犯罪
等问题。

会上，经侦大队长介绍
了此次“警企恳谈会”活动的
目的和意义，介绍了2013年
经侦工作开展情况，并欢迎
企业代表对公安经侦工作多
提意见建议，帮助进一步改

进和加强经侦工作。与会企
业代表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对经侦大队充分履行“打击、
服务、参谋”职能表示了衷心
的感谢，并结合各自企业的
实际情况及对经侦工作的期
待开诚布公地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2014年，经侦大
队将主动上门为企业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预防职务犯罪、
合同诈骗犯罪等方面专题讲
座和培训，及时了解掌握企
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帮助企业完善在经营
活动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
节，对企业反映的情况或案
件及时组织、协调和督促办
理。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刘鹏
记者 王忠才) 为进一步开展全市
公安机关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保障

“两节”饮食用药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两节”期间人民饮食安全。近日，
滨州滨城食药环侦大队与滨城区工商
局召开座谈会，就食品在农贸市场的
安全流通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在建立
流通环节安全监督管理网络以及食品
安全联络员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今后工作中，滨城食药环侦大队
将与区工商局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强化联动执法，严格市场流通管理，逐
步提升全区人民“菜篮子”安全工程建
设水平，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惠民公安正式启动

冬春季严打整治巡逻防控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王庆山 ) 1月10日是全国

“110宣传日”，10日上午，惠民县公安
局在孙武广场举行冬春季严打整治巡
逻防控集中行动启动仪式，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路灿新，县公安局局长、党
委书记刘建忠，政委、党委副书记周景
生等领导出席会议。

这次巡逻防控集中行动，对于确
保各级“两会”和春节期间社会稳定，
为全县经济社会创造平安稳定的发展
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公安机
关站在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
群众高度负责的立场，扎实推进、全力
开展好这次严打整治巡逻防控集中行
动。县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通过此次
活动迅速行动起来，强势启动冬春季
严打整治巡逻防控集中行动中，集全
警之力，全力压案件、防事故、保稳定、
促发展，为全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
升全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春节临近，全县公安机关开展这
次冬春季严打整治集中行动，就是要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为全县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创造一个安宁、祥和、稳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县公安局政委、党委副
书记周景生告诉记者。

1月9日下午，市公安局组织开展
了“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
代表现场实地参观市公安局110指挥
大厅，“零距离”体验110接处警工作，
让群众了解110接处警工作流程，体验
110接处警工作的具体事项，并征求社
会各界对110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加强
和改进110接处警工作。图为逸夫小学
三年级七班的老师、同学在滨州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参观。

本报通讯员 张锦程 郑康 车
冰 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零距离”体验

110接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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