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之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湖北公安朝着“争创中部一流、走向全国前列”目标的迈进之年，是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在全国铺开的重要一年。

咸宁市全体公安民警庄严承诺：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训词为号令，以实战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以队伍为根本，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努力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稳中求进、实中走强，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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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咸宁人民的殷切嘱托
——写在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

2020年 7月21日，《国务
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人民警察
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21
年起，将每年1月 10日设立为
“中国人民警察节”。

“中国人民警察节”是在国
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
立的节日，是对人民警察队伍为
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
肯定。

在逆行的人潮中，
有一种选择叫无悔
在面对歹徒时，
有一种淡定叫勇敢
在亲人的守候中，
有一种沉默叫坚强
头顶熠熠警徽，
他们
穿行幕阜山
夜巡长江畔
坚守风雪中
融入百姓间
回应群众期盼，
他们

跨省追击逃犯
根除黑恶势力
日夜街头巡逻
登门调解纠纷
实践着“人民卫士”的诺言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
大疫大汛的非常考验，面对
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的更
高要求，咸宁市公安机关主
动服务咸宁发展大局，5000
余民（辅）警全力以赴战疫
情、防大汛、保稳定、守平安、
护发展，圆满完成了各项急

难险重任务，以咸宁一域之
平安稳定支持服务了全省之
平安稳定。

近年来，咸宁市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上升进位，破案追赃
成效不断释放，基层底盘加固
夯实，警务改革焕发活力，警
队高扬职业荣光，各项工作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副省长、公
安厅长徐文海，市委书记孟祥
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
军等省市领导对咸宁公安给
予充分肯定。

以小爱积攒大爱，在破案追赃中书写公平正义

全市公安民警以人民期盼为念、为人
民利益而战，用更好的破案追赃成效回报
群众的关爱，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严打护民。忠实履行打击破案追赃
责任，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黑恶枪、盗
抢骗、毒赌黄”违法犯罪，全面深入开展云
剑、净边、净网、昆仑、跨境外赌博集中整
治、断卡等系列严打整治行动，破案4299
起，缉捕逃犯657名，打处4047人。“平安荆
楚行动”被省公安厅评定为“优秀”等次，连
续9年命案全破(现行命案11起，积案6
起)，命案发案率下降8.3%。打好扫黑除恶
收官战，抓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558
名，破获案件285起，查封、冻结、扣押涉案
资产41412.31万元。侦办了4·18、5·13等
一批涉黑专案，打掉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件3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个，恶势力犯罪

团伙86个，70名黑恶逃犯全部到案，有力
净化了社会风气，优化了营商环境。

整治安民。强势铲黄禁赌，查办黄赌
案件1307起，打处2561人，成功侦破2起
跨境网络赌博案，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
充分肯定。推行全警、全民、全域禁毒，全
力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131起，刑事打处204人，查处吸毒
人员1196人次，强戒489人次，缴毒9.5公
斤，公开集中销毁毒品350余公斤,毒品治
理能力稳步提升。缉毒执法连续3年位居
全省前列，国家禁毒办给予充分肯定。全
市已有9864名吸毒人员通过关爱、矫正、
帮扶、培训、就业重新回归社会。收缴各
类枪支172支、战争遗留炮弹、手榴弹等
33枚、雷管446枚、炸药17公斤，索类爆炸
物品60余米，实现了“不漏管、不流失、不

炸响、不打响”的目标。强力推进“减量控
大”“一盔一带”等专项行动，密集开展酒
驾、醉驾、毒驾等交通违法整治200余次，
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0万余起，酒
驾3669起。交通事故总量17477起，同比
下降1.19%，亡人事故195起，同比下降
25%。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组建了超过1000人的特巡警队伍，
持续实行武特警联勤武装巡逻、机关分局
民警常态巡逻，处突维稳、反恐制暴、城区
快反更加“稳、准、快”。组建机关护校队，
机关民警无论风雨亲情护校。

退赃暖民。严打侵财犯罪，破盗窃案
1351起，其中入室盗窃破案518起，同比
上升44.69%；破电诈案558起，打处307
人，打掉团伙窝点55个，成功止付、冻结
6.1亿元，追缴赃款赃物约1.4亿元，发还受

害群众现金3988万元，守护老百姓的血汗
钱。12月23日，赤壁市公安局举办发还
赃款赃物活动，现场向受害群众返还总价
值550万元的财物，其中现金高达520万
元。

服务惠民。当好“店小二”，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咸宁疫后经济重振。开展“百警
联百企”“民警进社区”等活动，定期走访企
业，排查涉企矛盾纠纷，帮助协调解决施工
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治安问题。2020年，
共排查涉企矛盾纠纷1000余起，整治涉企
乱点问题60余个。严打经济犯罪，侦破各
类经济案件180起，移送起诉151人，为集
体和个人挽回损失2.9亿元，有力维护了市
场经济秩序。加大打击捕捞力度，侦办查
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30起，打处204人，
全力守护长江生态环境。

以生命践行使命，在重大考验中彰显忠诚本色

咸宁公安民警认真落实“基层导向、
实战导向、效果导向”的新要求、新理念，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将各类风险有效遏
制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战疫情。全警逆行而上，勇当抗疫主
力军和急先锋，历时3个多月，先后投入警
力30万余人次，与疫情日夜鏖战，护医院，

控交通，破谣言，查病源，筑屏障，实现了
治安零事故、舆情零炒作、一线民警与监
所零感染，有力服务了全省全市抗疫大
局。咸宁虽紧邻武汉主疫区，但百万人口
感染数环汉最低，治愈率最高。抗疫表彰
中，市公安局荣立公安部“集体一等功”，
获评全省抗疫先进集体；温泉分局民警江

汉被授予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受到习总书
记的亲切接见；市公安局民警王淑红姐弟
分别坚守抗疫保障和救治两个第一线，获
评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防汛情。大疫之后大汛袭来，咸宁民
警克服抗疫期间连续作战的疲倦，再上火
线。全市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3213人次、

车辆539台次、冲锋舟21台次，转移救助
群众2433人，救助被淹车辆121台，把洪
魔挡在身前，把群众护在身后。

稳社情。化解各类风险隐患336起，
圆满完成中央、省委交办的系列重大警卫
任务，成功打赢了全国全省“两会”、十九
届五中全会等系列重大安保维稳硬仗。

以赋能筑牢基础，在服务基层中增强坚实底气

市公安局以基层关注的焦点、工作
的难点为导向，精准施策，把精兵强将充
实到基层，把真金白银投入到基层，把真
情关爱传递到基层，为基层注入强大动
力。

警力往基层输。新招108名民警全部
充实到一线，市局机关91名民警包保护校
护学，92名民警进入社区摸排，150名民警

参加夜巡夜查，54名民警转岗到派出所参
与一线办案，进一步夯实基层。

干部从基层出。市公安局积极探索
新机制，明确规定凡是没有两年以上基层
所队工作经历的一律不得提升职级，凡是
没当过派出所长的不得提任副局长，让干
部出在基层。

装备往基层送。先进的防护装备、救

生器材、通信工具，优先配备给基层所队，
切实提高基层工作效能。2020 年投入
960万元购买暴龙装甲车、水炮车等特种
专业车、特种装备；投入750万元，购置液
体气质谱仪、自动DNA检测仪等，强化刑
事技术建设。

保障往基层倾。深入推进“派出所质
量提升”工程，快速推进营房改造，着力解

决办公、住宿、伙食问题，让基层民辅警工
作更安心。投入资金1800余万元，改建派
出所5个；投入资金836万元，更新警车16
台、通讯设备208套、勘验设备28套、办案
一体化采集仪3部、移动采集终端4台、防
护装备142套、警用装备包314套、执法记
录仪75部，优先满足基层民警执法执勤需
要。

以实战提升实效，在警务创新中释放改革红利

实战是检验战斗力的标准。市公安
局加快推进警务改革和公安大数据战略，
大力推进科技手段与公安业务的深度融
合，全市公安指挥作战体系更顺畅、警务
效能更高效。

机关实战化改造。稳妥推进机关
实战化改造、警务一体化改革，打破区
域壁垒，打通层级梗阻，将技术资源输
送基层，放开异地执法权，机关、基层
一体化办案，让维稳安保、侦查破案等
压力向机关回传。2020 年，市局机关

主动办理跨区域大要案 87 起，合成作
战中心配侦各类案件 692起，抓获各类
犯罪嫌疑人 572 人，逃犯 170 人，同比
增长40%。

警务扁平化指挥。提升指挥嗅觉，完
成了“雪亮工程”前端采集、基础支撑、多
维感知、安全管理、运维管理五大体系建
设，实现主城区视频全覆盖。构建指挥中
枢，打造警务导航“一张图”平台，接入488
辆警车、146个执法记录仪、1691个手台、
63个基站资源，实现各类警务资源快速定

位、搜索、查看，实现“一网管全域、一图调
全警”。

基层精细化治理。在乡镇派出所推
行“所队合一”，推动派出所、交警大队警
力整合、业务融合，有效避免重复出警，内
部窝工、误事。咸安、赤壁已率先完成全
覆盖。以通山为试点，探索推进“一村一
辅”警务模式，451个行政村驻村辅警履行
巡逻防控、矛盾纠纷调解等十项职责，落
实解决群众“小困难”、排除安全“小隐患”
等五小警务，真正实现“警察就在群众家

门口”。
政务指尖化服务。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加大公安政务服务“一张网”建
设，开通94项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事窗
口，实现网办覆盖率100%。设立公安自
助超市，提升窗口服务质量，开辟复工复
产绿色通道，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累计预约服务588次，延时服务92次，接
待咨询企业群众6000余人次，办理各类
证照8823件,按时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
达100%。

以正气引领风气，在严管厚爱中高扬职业荣光

咸宁市公安局扎实开展教育整顿活
动，把队伍正气树起来，活力激发出来，让
警队焕发光彩。

铸警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训词精神，扎实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活动，坚持每周一升
旗仪式，唱国歌、点评工作，凡立功受奖、晋
升履新、入职荣退民警都在国旗下庄严承
诺，引导全警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

提警能。投入6580万元，建设高标准
室内实战训练中心。与湖北警官学院开

展院局共建，双方共享使用教学资源和实
战平台。明确警体技能与晋升晋级挂钩，
凡体能不达标者不予提拔晋升；党委班子
带头参加实战训练、考核、比武，带动全警
开展实战大练兵，储备了充沛的体能，在
战疫、抗洪、重大安保等硬仗中，战斗力旺
盛，无一人感染、无一人非战斗减员。

正警风。以执法规范建设为切入
点，加强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投入1400
万元，为全警配齐单警装备、新一代移动
警务终端、执法记录仪、车载记录仪；建

设一体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试点研发
警务通执法考评平台，从接处警、受立案
等抓起，着力打造执法监督闭环；强化执
法培训，先后开展规范执法专题教育整
训、法治大讲堂等活动20余次；支持民
警依法履行职责，鼓励民警积极担当作
为，办理暴力袭警案件3起，打处4人，全
警执法更规范、民警更安心。

润警心。完成10名三级警监警衔晋
升、43名民警警务职级晋升、639名民警警
衔晋升等工作，9名同志火线提拔副科，5

个集体荣立二等功，245人受省级及以上
表彰，队伍向心力、凝聚力明显提升。

聚警力。积极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大力推动见义勇为、见义而为，
帮助找回走失儿童、救回落水群众 75
人，救治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404人，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 225人。疫后，党委班
子、“白衬衣”、党员干部带头献血，全警
积极响应，197人累计捐献血液6.4万毫
升，把战疫中升腾的职业荣誉感，在热血
回流中凝聚更多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