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读数读重庆公安这些年

川渝合作
与四川公安在13个

川渝接壤区县建立跨区
域“一次报警、一键可达、
一体处警”机制

落实“川渝通办”涉
及公安20项事项，川渝
黔户口迁移“跨省通办”8
万余人次

“放管服”改革
与市政府“渝快办”

和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
融合对接，356项线上业
务“全程网办”178项、网
办率达50%

疏堵保畅
施行中心城区高峰

时段桥隧错峰通行，中心
城区工作日早晚高峰平
均车速同比提升8.4%，
桥隧早晚高峰流量同比
下降16.1%

全市交通执法程序
告 知 满 意 率 上 升 至
99.26%，警容风纪满意
率上升至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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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亲眼见证表彰时刻，我心潮澎湃，
深感作为人民警察的荣耀与自豪。”5月
25日，黔江区公安局警务指挥中心政委
冯雅文，作为获奖集体代表参加了表彰
大会，在现场接过“全国优秀公安基层
单位”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时，她难掩内
心的激动。

荣誉是责任，更是鞭策。冯雅文表
示，指挥中心将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持
续推进“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运行
机制改革，用心用情服务群众，高效精
准指挥调度，全力做好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

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4月22日凌晨2点过，指挥中心接
市民报警称，其停放在黔江城东官坝路
停车位上的车被另一辆车堵住，现因其
亲属生病，必须用车，但各种渠道都试
了，仍无法联系到对方车主，只好向110
求助。

接警民警林兴了解详情后立刻转
警处理。由于这辆车刚从网约车公司
过户，拨打登记电话始终无人接听。10
分钟内，报警人多次打电话来催促询
问，情绪越来越焦躁。

林兴一边让同事安慰报警人，一边
联系相关警种进行研判，逐一给该车辆
可能的关系人打电话。半个多小时后，
在林兴拨打第55个电话时，终于找到
该车的前任使用人，又通过买卖记录联
系上现任车主。

“我也知道挪车不是公安的业务，
但事情紧急，只能求助110。”事后，报警
人特意打来电话致谢。

5年来，指挥中心深入排查矛盾纠
纷，积极推动多元化解和源头治理，最
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
萌芽，回访纠纷警情7800余起，督办高

风险纠纷警情127起。

建立警情分类分流研判处置制度

2月12日下午3点左右，一位群众
拨打110，称其载了一位病人急需送往
黔江中心医院救治，但又担心春节期间
堵车耽误治疗时间。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向交
巡警支队和沿线派出所下达指令介入，
护送病人紧急就医。

交巡警支队接到指令后，综合路
况、车流、人流等情况规划出最佳路线，
安排附近执勤警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争分夺秒协同接应。最终，在派出所、
交巡警等多警力的协作下，原本需要约
48分钟的车程，缩短为15分钟就把病
人安全送达，经及时抢救转危为安。

冯雅文介绍，近年来，黔江区公安
局积极探索建立警情分类分流研判处
置制度，编制各类应急预案12个，收集
处置情报信息2880余条，圆满完成各
类重大安保工作290余起。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指挥中心扎实履行区公安
局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职责，受理涉
疫情警情480余起，指令参加疫情防控

警力10万余人次。

成功劝阻受骗人转账巨款

4月15日中午时分，指挥中心接云
南曲靖警方电信诈骗预警劝阻线索：现
居云南曲靖的黔江籍女子田某正被境
外诈骗分子实施诈骗，可能正在转账
100万元。

接到线索后，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联
系田某，保持通话稳住当事人。同时，
通知反诈中心立即开展劝阻工作，指令
户籍地派出所警员到其老家，联系田某
家属共同劝阻。同时，协调居住地公安
局，联动银行争取时间。最终在多方联
动下，100万元在转出前被成功劝阻。

“太险了，要不是黔江110电话来
得及时，这100万元就打水漂了。”事
后，田某及其家属对警方充满感激。

近年来，指挥中心对涉及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急警情，及时整合警
务资源，集成处置优势，把平安防线构
筑在阵地最前沿，推动平安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效。冯雅文表示，将继续和战友
们一起恪尽职守，全力确保辖区社会治
安大局平稳，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黔江区公安局警务指挥中心：

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本报记者 周松

“能够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我备受鼓
舞！”昨天，荣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
范”称号的城口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
警余新洪，通过电话向重庆日报记者
表达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

余新洪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
嘱托，充分发挥模范引领带动作用，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扎根山区，用心用情
用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挖出涉嫌串通投标团伙

今年56岁的余新洪在公安战线
上奋战了23年。1999年，因具备丰
富的财经专业知识和过硬的税务稽
查能力，他从税务机关选调入公安机
关，此后一直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
工作。

在全国扫黑除恶行动中，一起由
城口县公安局负责侦办的串通投标
案件，因部分团伙成员闻风逃窜至省
外或境外，致使案件侦查工作一时陷
入僵局。

2019 年 1 月，余新洪加入专案
组。面对部分团伙成员四散逃离、证
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他带领小组成员
从与该团伙可能产生关联的工程招投
标环节开始梳理，从参与招投标的数
十个公司的投标过程及投标档案中查
找蛛丝马迹。

历时 110多天，他们转战山东、
河南、江西、山西、湖北等6省市，对
40 余名自然人涉及的 40 余家银行
的 80 余个账户信息进行逐一取证
分析。最终，一个涉案金额6800余
万元、非法获利 400 余万元的涉嫌
串通投标团伙浮出水面，案件成功
告破。

侦破内外勾结骗贷大案

经济案件往往套路多，犯罪分子
隐藏得深。2021年4月，余新洪就接
手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在城口县招商引资过程中，重庆
一家企业打着投资城口县乡村生态旅
游项目的幌子，骗取政府职能部门信
任，并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到
4500万元专项贷款。不到两年，该企

业就不能按期履约还息，同时拖欠农
户报酬，致使土地闲置。随即，贷款银
行向法院起诉借款人及担保人。2021
年初，担保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城口
县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成立专
案组展开初查。

“一开始，嫌疑人称所有贷款资金
都用在项目开发上了，也提供了财务
资料及审计报告，看起来没有破绽，使
案件很难定性。”余新洪回忆。

为找出嫌疑人撒谎的证据，那段
时间每天天微亮，余新洪就带领专案
组走进大山深处，实地勘察、访村入
户，掌握并记录一手资料，再运用经侦
专业技能和财务会计知识，推断项目
实际投资情况。不仅如此，余新洪和
专案组还跨多个省市追踪资金流向、
核查关键证据，逐一甄别企业提供的
资料。

60天时间里，余新洪带领专案组
调查取证100多人次，手写证人证言
10万多字，收集各种书证物证数百件，
书写卷宗40余卷。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成功侦破这起案件。

主动申请到农村当村警

还有不到4年就退休了，可余新洪
一点没有懈怠。去年，城口县开展“一村
一警”工作，余新洪主动申请成为河鱼乡
畜牧村的一名村警。

河鱼乡位于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作为
一名村警，村里到处都能看到余新洪
奔走的身影：他是引导村民发展产业
的“带头人”，是致力法治科普的“宣
传员”，是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

为帮助村民发展香椿种植业，余
新洪主动到四川大竹一家香椿种植基
地进行实地考察。截至目前，畜牧村
部分村民已试种香椿约3000株。余
新洪表示，要用自己的努力，通过产业
发展让村民走上致富路。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余新洪：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曾天号：村民们都叫他“黄牛书记”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233233

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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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先进工作者曾天
号，现任城口县高燕镇行政综合执法
大队队长、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
高燕镇五峰村驻村工作队员。自参加
工作以来，他勤勤恳恳，一双胶鞋，踏
遍山乡角落；一顶草帽，陪伴日出黄
昏；一本笔记，写满深情厚谊；一腔赤
诚，感动村民。每一个矛盾调解现场，
都有他瘦削的身影；每一个特色产业
基地，都有他洒下的汗滴；每一个困难
群众家里，都有他鼓励的话语。他用
实际行动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赞扬，
村民亲切地给曾天号起了一个“黄牛
书记”的外号。

啃下“硬骨头”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6年5月，曾天号被安排到河
岸村担任驻村工作队员，开始了长达
4年的脱贫攻坚“战斗生涯”。

他换下了皮鞋，换上了胶鞋；剪短
了头发，戴上了草帽；丢掉了公文包，
拿起了笔记本。对照脱贫标准，一户
一户摸排走访，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准
确、详实地调查，一双胶鞋，踏过高山
越过溪涧；一顶草帽，迎来日出送走黄

昏；一本笔记，记满数据划满标识。夙
兴夜寐奋战多日，终将情况一一摸清。

村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他四处
奔波，勘察公路线路，寻找饮用水源；
村里产业薄弱，他和村支干部多方联
络，因地制宜建起了产业基地；村容不
整洁环境卫生差，他大力宣传，全面整
治……经过曾天号和同事们艰苦奋
斗，河岸村在安全饮水、村容整治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花椒、中药材紫
腕、党参等产业也“遍地开花”，奠定了
坚实的脱贫基础。

2017年，河岸村整村通过脱贫验
收，一举摘掉了“贫困帽”。

第一场“战役”取得了胜利，曾天
号立马走向了另一个“战场”，于
2017年下半年，担任红军村扶贫第
一书记。

比起河岸村，曾经的红军村自然
条件差，地理位置偏僻，更是一块难啃
的“硬骨头”，也是全镇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他把自己当成了一颗“螺丝
钉”，钉在了脱贫攻坚战场上，不成功
不松劲。

“曾书记”白了头发，红军村脱了

“帽子”。2019年，红军村顺利实现整
村脱贫。

挑起“重担子”再战振兴“新战场”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担子再次压在了曾天号的肩上。“脱贫
只是全新的开始，让脱贫成果不断巩
固，让高燕乡村更加美丽，让高燕群众
更加富裕，才是我们新的目标。”曾天
号说。于是他再次“披挂上阵”，进入

了乡村振兴新的“战场”。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战场”。

2019年6月，曾天号被派驻到来凤村
担任工作队队员；2022年2月，他又担
任起五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的重担。

在来凤，在五峰，他率先垂范，带
领振兴办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广泛收
集意见，逐一进行调研，深入思考讨
论，殚精竭虑地为全镇乡村振兴寻找
思路和出路。

新的任务千头万绪，曾天号总是

忙得不可开交，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下，他总是第一个到单位，最后一个离
开单位。不只是在工作日，很多节假
日他也扎在镇里，走访调研、整理资
料、开会讨论，曾连续两个多月没有回
过一次家。

在他的感染和带领下，全镇干部
职工工作作风得到了极大改善，拧成
了一股绳，锻造出一支素质过硬、业务
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

掏出“心窝子”终成群众“体己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是平
凡而艰辛的，没有闪烁的霓虹，没有鲜
花掌声，也不需要豪言壮语，需要的是
像蜡烛一样默默燃烧，点燃贫困家庭
的希望之火和贫困地区的涅槃之火，
将自己掩埋在深山老林之中，永不歇
息地辛勤耕耘，以把贫瘠的山地变成
美丽富饶的沃土为理想，让这片土地
留下我们的身影，洒下我们艰辛的汗
水，流淌我们赤诚服务的热血。”这是
曾天号写在日记本上的一段话，也是
他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战
斗宣言”。

曾经的红军村和河岸村由于没有
水源，一直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到了
枯水季节，村民饮水就成了大问题。

为解决饮水问题，曾天号和乡里
村里干部、技术人员一道，四处寻找饮
用水源，翻山越岭，在没有道路的密林
里穿行，衣服上全是树枝划出的口子，
一趟下来，黄色的胶鞋也变成了黑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探
查，他们在距离村子10多公里、海拔
1800多米的“龙洞湾”找到了一个合
适的水源地，经过1个多月的施工，铺
设14公里的管道，将水引到了山下的
蓄水池，两个村2000多名村民饮水难
问题“一去不复返”。

河岸村半山腰上有一块地很适合
发展产业，却没有道路，曾天号和村里
积极争取，一遍遍在山林中勘察线路，
终于修通了一条6公里的产业路，地
里种上30亩天麻，为河岸村摘掉产业
薄弱村“帽子”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曾
天号的脚步仍未停歇，他正在乡村振
兴、法治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奔跑。

潘锋 郎娟

曾天号曾天号（（左三左三））召开村民院坝会召开村民院坝会 摄摄//杨鹏飞杨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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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重庆实践
持续深化“枫桥经

验”重庆实践，393个派出
所建立“驻所调解室”

积极推行人民调解
与公安机关行政调解衔
接工作，矛盾纠纷化解率
保持在90%以上

先后有6个派出所被
命名为全国“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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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市公安局

召开线上新

闻发布会，通

报近年来重

庆公安工作

成效。
反电信诈骗

强力推进全民反诈
行动，建立预警劝阻、行
刑衔接全链条打击处理
工作机制和镇街专兼职
队伍，共预警劝阻760万
人次

警务创新
全力推进公安机关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
41个区县公安机关全部
建成投用，建成使用率居
全国前列

加强基础警务创新，
全市203个25人以上派
出所全面推行“一室两
队”改革

41

203

760万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 25
日，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
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隆重表
彰了在各项公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会上，重庆
公安机关21个集体和31名个人受
到表彰。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此次重庆公
安机关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包括董
航宇等 4名“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全国优秀公安局”市公安局两
江新区分局，市公安局出入境总队出
国境证件受理支队等14个“全国优
秀公安基层单位”，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侦查支队
等 6个“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
体”，邹世林等20名“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王雪峰等7名“全国公安机关
爱民模范”。

近年来，重庆公安机关以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
言，忠诚履职、敬业奉献，为重庆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集体和优秀干警。

“全国优秀公安局”、市公安局两
江新区分局，一直在践行更好地服务
群众，尽可能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

跑路。该分局在推进“放管服”改革过
程中先行先试，以科技引领警务，在西
部地区率先开展居民身份证异地办
理、24小时自助办理业务，推出了融
合户籍、治安、交管、出入境业务为一
体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打造了首
个智慧化警务室——金祥社区警务
室，让更多的便捷警务“飞入寻常百姓
家”。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市公
安局江北区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董
航宇，从警13年来把根牢牢扎在一
线，不断用创新驱动刑侦工作。为了
有效控发案，他牵头组织技术力量研
发反诈预警系统，将电诈预警效能提
升90%，使电诈案件发案降低23%，
节约了90%的预警警力。他总结提
炼灰产嫌疑人打击战法、跨境赌博侦
破法，使全局电诈打击成效提升
858％ ，跨 境 赌 博 打 击 成 效 提 升
128％。

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举行

重庆21个集体31名个人受到表彰

重庆公安机关
受表彰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黔江区公安局警务指挥中心。 （本组图片由市公安局提供） 余新洪（左二）在城口县河鱼乡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摄于202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