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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禁毒管理

勤学习，多“提高”

提升队伍素质

始终把思想教育和执法培
训贯穿始终，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习活动60场次，提升队伍整
体素质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一是每周开展“廉政执法
星期五”学习。每周五下午举行

“微课堂”，开展集中学习教育，
及时传达学习上级文件规定、
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领导讲话
精神，使廉政执法教育成为工
作常态。

二是适时开展廉政执法
“辅导”。先后组织开展“三严三
实”、当代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
等教育活动，每月组织观看警
示教育片和经典案例点评，对
照发现自身不足及隐患，巩固
廉政“辅导”效果，引导民警培
树正确的价值观。

三是随时开展“掌中学”。
建立“廉政警务微信平台”，设
立廉政建设、规范执法、警务监
督等专栏，定期更新警示教育、
典型案例、文件规定等，同时链
接法律法规搜索引擎，使民警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在一点一
滴中提升自身素质。

勤提醒，多“唠叨”

筑牢思想防线

本着廉政执法时刻不放松
的原则，积极实施“廉政提醒”
机制。

一是每周廉政提醒。利用
“廉政警务微信平台”，施行常
态化的“每周一省”廉政提醒模
式。每周以廉政格言、拒腐漫
画、法纪法规的形式定期向所
有用户推送，及时进行提醒。

二是重点时节重点提醒。
针对中秋、春节等重点节假日
进行重点提醒，教育全体民警

“ 过 节 不 失‘ 节 ’，用 权 不 用
‘计’，筑牢廉洁坝”，确保重点
时节不出问题。

三是贴身实物实时提醒。
制作廉政执法手机壳、车挂件、
电脑小便签、廉政执法屏保，时
刻提醒每名民警慎言、慎行、慎
独，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真正做
到立法为公，执政为民。

勤排查，多“自纠”

消除风险隐患

结合县局廉政执法风险排
查工作，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活
动，及时将不良苗头消除在萌
芽状态。

一是岗位风险及时排查。
每月召开全所人员剖析会，对
照各项警令、禁令及法律规章
制度，深入排查每名民警违规
违纪苗头和执法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自己查、互相找、领导

点等方式，认真开展岗位风险
排查，做到“对症下药”。

二是问题疙瘩及时疏导。
设立心理解压室，由所内老民
警担任心理辅导员，在心理解
压室，民警可以畅所欲言。对能
够帮助解决的第一时间帮助解
决，真正做到关心民警思想、工
作和生活，防止民警因思想问
题引发执法安全问题。目前，已
开展谈心谈话活动15次。

三是重点对象及时约谈。
对存在违规违纪苗头的重点人
施行重点约谈机制，由分管局
领导和所长靠上工作，第一时
间掌握思想动态，对思想有疙
瘩、工作有情绪的同志，靠上做
好工作，及时化解思想包袱，纠
正思想错误。

勤管理，多“督促”

强化全面监督

建立单位领导管、执法群
众管、回家媳妇管的“三管”机
制，实现监督管理无死角。

一是单位领导管。成立派
出所日常督查委员会，每天坚
持对值班备勤、内务管理、警容
风纪，执法执纪等进行常态监
督管理，做到每日一评分。对发
现存在的违规违纪行为及苗
头，第一时间纠正，第一时间整
改。

二是执法群众管。聘请辖
区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成立“执法服
务监督委员会”，每季度组织开
展“警民恳谈”活动，征求意见
建议，做到执法服务问计于民。

三是回家媳妇管。在强化
单位、群众监督的同时，抓好家
属助廉工作，定期开展家属座

谈联谊活动，通报民警工作情
况，鼓励家属当好“贤内助”、

“廉内助”，使每名家属成为廉
政执法监督员。

勤创新，多“总结”

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创建活动与中心任务
的有机结合，在服务大局、务求
实效上下功夫。

一是推进与队伍建设的有
机结合。把保障队伍纯洁稳定
作为队伍建设关键点，创新推
出“廉政六法”管制机制，不断
加大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力
度，实现“预警在先、防范在
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廉政
风险问题的发生。

二是推进与公正执法的有
机结合。本着“广泛接受群众监
督、认真对待社会评议、积极促
进公安工作”这一基本原则，对
办理的每一起案件，施行案前
三公开、案中三必须、案后三满
意“三个三承诺”，提升执法办
案的透明度和人性化。

三是推进与服务群众的有
机结合。牢固树立“民有所需，
我有所为”的工作理念，广泛开
展送“六心”活动，从平安建设、
法制宣传、处置纠纷等小事做
起，开展各项活动80场次，使各
项执法服务工作更加接地气、
顺民意、惠民生。

在新的一年里，韩店派出
所将矢志不移地推进“三好四
无”警队创建，健全完善“五勤
联动，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
切实提升服务大局、勤廉执法、
开拓创新的能力，为公安事业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阳阳信信经经侦侦专专题题学学习习““准准则则””和和““条条例例””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周敏 ) 为认
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入
推进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增强广
大党员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
纪意识。1月11日，阳信经侦大
队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读本
内容。

大队长刘建伟带领全体
民警逐条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提出的“四
个必须”和“八条规范”，对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加强党内监督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整合规范6
类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和
党员行为的底线。全体民警要
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永远排在首要位置，通过严肃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其
他纪律严起来。刘建伟就深入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严格执
行，抓好落实；对照学习内容，
健全经侦各项规章制度，做到
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让一切
行为有章可循；二是要坚守廉
政底线，自觉提高拒腐防变能
力，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
触碰“高压线”，做到对党绝对
忠诚，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三是要坚持领导带
头，率先垂范，争做遵纪守法

表率，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
预防减少职务犯罪和违纪违
规行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

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
为，作为一名公安民警，在任
何时候都必须同党保持高度
一致，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
上应坚守底线思维，做到守纪
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
做到执行纪律不变样、遵守规
矩不含糊、守住底线不逾越，
在侦查办案中，落实为民务实
清廉的核心价值观，维护人民
警察的良好形象，打造过硬队
伍，树立良好警风。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吕玉峰 ) 为
展示警队良好形象，增进群众
对公安队伍的了解，在2016年
第一个警民恳谈日即将到来之
际，1月9日上午，特巡警大队
组织开展了警营开放日活动，
来自华滨幼儿园的师生以及家
长，共 3 0与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活动中，在训练场小朋友

们看到特巡警队员正在进行训
练，大家都跃跃欲试，特巡警
队员们首先表演了擒敌拳和警
棍盾牌操，随后分组教授了小
朋友们基本拳法动作，队员们
耐心细致的教，小朋友们学的
认真仔细，每个动作都有板有
眼。参观装备车过程中，小朋
友们展现出超常的兴致，特警
队员们介绍了这些常用装备的
主要功能，并演示了装备的正

确使用方法。随后上楼参观了
队员的宿舍，队员们现场教授
了如何将被子折叠成“豆腐
块”，老师看到整齐化一的内
务也给小朋友们布置了作业，
希望小朋友可以规整自己的物
品，并回家自己折叠被子；在
大队作战指挥室，小朋友们看
着墙上的大屏幕，寻找自己认
识的地方，值班民警为大家介
绍作战指挥室的功能，并教会

大家如何拨打110。活动结束
前，小朋友们与特巡警队员进
行了互动，并合影留念。

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
充分展示了滨城特巡警良好的
警容警貌，赢得了广大师生的
称赞和好评，也为广大师生搭
建了一个亲身体验警营生活的
良好平台，对进一步构建和谐
警民关系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
推动作用。

滨城特巡警组织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现现场场教教授授擒擒敌敌拳拳受受师师生生欢欢迎迎

“三好四无”警队创建活动中，韩店派出所按照县局党
委部署要求，立足实际，创新实施了以“勤学习、勤提醒、勤
排查、勤管理、勤创新”为主题内容的“五勤”联动机制，推
进“三好四无”创建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保障了队伍建设和各项工作健康开展。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刘晴

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娱乐场
所的禁毒管理，为人民群众创造
一个文明、健康的文化生活环境，
切实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
象，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月5日，阳信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组织ktv、网吧、洗浴中心等辖区
娱乐服务场所负责人参观阳信县
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谢璐璐

砸车玻璃盗窃

警方2小时破案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王丽红) 1月9日，
滨城警方2小时破获系列砸车玻
璃盗窃车内财物案件。嫌疑人头
戴小红帽，伪装一把“天真”，确干
着偷盗的行当。

1月9日中午近12点，民警接
到报警：市中办事处樊家小区一
辆黑色轿车玻璃被钢珠砸碎。案
发后，反盗车专业队迅速联合视
频侦查大队迅速展开侦查。民警
调取了案发现场及周边的视频监
控录像，虽然并没有拍摄到直接
的作案过程，但是一名头戴红色
鸭舌帽、红色上衣的可疑男子进
入民警视线——— 凌晨3点多，这个

“小红帽”总是围绕轿车走走停
停，不时探头张望，行迹非常可
疑。13时许，民警有重点的在周边
走访调查，竟然发现“小红帽”就
在附近午休！民警立即上前抓捕，
当场在其身上搜出作案使用的弹
弓、钢珠等工具。

经审讯，嫌疑人陈某如实供
述了9日凌晨窜至滨城区农机小
区、樊家小区使用弹弓打碎五辆
轿车玻璃实施盗窃车内财物的犯
罪事实。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周敏) 近期，一些
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设立虚拟证
券交易网站，以双向交易、杠杆交
易等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参与非
法虚拟证券交易，潜在风险巨大。
主要手法如下：不法分子设立虚
拟证券交易网站，并冠以“XX投
资”、“XX金融”、“XX证券”的名
称。其服务器多设在国外，并未按
规定在有关电信管理部门备案。
投资者向网站指定账户(多为个
人银行账户)汇款后，就可登陆网
站进行虚拟交易。虚拟交易一般
以沪、深证券交易所等的上市股
票为参考对象，客户可选择股票
以实时价位进行买卖，但其交易
不进入证券交易所场内，无法实
际买到股票。买卖双方的结算由
网站居间进行。网站一般采用类
似期货的杠杆交易、双向交易模
式。杠杆交易是指投资者买卖时
只需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就
可以进行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保证
金的虚拟交易；双向交易是指投
资者可进行买空、卖空两个方向
的交易。

警惕网络虚拟

证券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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