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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牢记为民初心 守护百姓平安
彰显公安﹃民生底色﹄

破案退赃

守护群众﹃钱袋子﹄

攻守兼备

6 月 24 日上午，在全市发还赃款赃物大会
上，嘉鱼金盛兰公司代表林云庆从咸宁警方手中
接过票据，一次性退还款项 2357 万元，成为本次
大会退赃数额之最，为企业挽回损失近亿元。
2019 年 12 月 3 日，作为冶金科技公司，湖北
金盛兰公司的大量焦炭原料在承运过程中，被一
物流公司中途卸载转移。咸宁警方当即开展调
查取证，循线追踪这家物流公司。一年多来，警
方始终想方设法助企挽损止损，成立专班强力攻
坚，冻结犯罪嫌疑人及相关公司账户 5000 万元，
扣 押 资 金 200 多 万 元 ，督 促 犯 罪 嫌 疑 人 退 还
2200 余万元。
让林云庆没有想到的是，价值不菲的焦炭原
料，
“ 失踪”数月后又被找到，公司损失的资金悉
数追回，及时稳住了企业的资金链，有效化解了

经营风险。
追回的 1.4 万余元被盗现金分别返还给两名受害
“这些追赃的数字背后，
是我们咸宁警方有赃
人；
2 月 24 日，
通城吴女士被假
“淘宝客服”
骗走的
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理念和一以贯之的为民底
8 万多元被悉数追回；3 月 15 日，9 名从咸安、赤
色！
”
林云庆在退赃仪式上说到。像他一样，
此次退
壁、
嘉鱼赶来的受害人笑逐颜开，
从嘉鱼方庄派出
赃集中返还在侦察破案中追缴的部分赃款，
以及汽
所民警手中全额领取 19800 元损失资金……
车、
笔记本电脑等赃物，
总计价值5038.6万元。
采购手机遇黄牛被骗的受害者黄某奇，在领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咸宁警方进一步聚
取温泉警方为其追回的 25 万赃款后，在微信朋
力打击主职主业，提升“破案、退赃”全链条打击
友圈“晒”舒适感：看着这些危害我们普通人的案
能力。坚持以打开路，尤其注重对新型犯罪全链
件破了，这些作恶一方的团伙关了，一大批我们
条打击，既打前端又打后台，既破案更追赃退赃，
被骗的血汗钱追了回来，心情说不出的痛快，说
不断提高破案率和挽损率，努力把老百姓损失降
不出的舒适！
到最低。
今年来，咸宁公安接力开展“昆仑”
“ 云剑”
在破案攻坚中，咸宁警方既紧盯大案要案， “断卡”
“ 雷火 2021”等系列行动，以实招实效、
也关注民生小案。6 月 10 日，通山公安破获一起
实践实干不断守牢群众的钱袋子。截止目前，
车内财物被盗案，
通过深挖带破另一起案件，
并将
共追赃退赃 1.25 亿元。

6 月 24 日凌晨，温泉公安分局双鹤派出所民
警乘上了最早一班飞往西双版纳的航班。
几个小时前，他们刚刚在成都市郫县的四家
酒店内，相继抓获了 9 名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嫌
疑人，通过突击审讯，发现这个团伙还有上线隐
藏在云南边境。专班民警当即决定飞往西双版
纳，并于当天成功将上线龚某抓获。至此，该犯
罪团伙成员 15 人全部到案。27 日凌晨 2 时，专
班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到派出所，所长
饶志岚发了条朋友圈“五天四夜，行程 5000 多公
里，累并快乐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咸宁
警察打击电诈犯罪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多发趋势，犯
罪嫌疑人隐藏在层层网络背后，甚至藏身境外，
给案发后的打击追赃增加了难度，严重侵害了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按照中央
和省、市部署，全市公安机关紧盯这一群众反映

强烈的犯罪行为，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作机制，
在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联席办公，
组建研
为载体，按照省公安厅“受、勘、立、研、交、办、督、
判专班，
打造最强大脑，
指导基层精准打处。教育
结、防、治、宣”四级反诈“十一字”工作法要求，坚
整顿期间，
通城县局接到指令后，
在隽水镇快速抓
持情指勤舆、市县一体、全警全民，合力推进反电
获正在运作诈骗设备的犯罪嫌疑人 2 人，现场缴
诈集中攻坚行动，全力守护咸宁百姓“钱袋子”。
获电诈设备 3 套，
电话卡 600 余张，
及时阻止了正
今年来，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79 起，打掉
在转款的 32 名群众上当受骗。
本地诈骗窝点 37 个，刑拘诈骗类犯罪嫌疑人
全警也紧密结合走访入户、
一村一辅、
开门评
342 人，止付、冻结涉案账户 12360 个，止付、冻
警、
千警联千企等日常业务和活动，
向市民普及电
结涉案资金 5.2 亿元，追回赃款赃物 7256 万元，
信诈骗防范知识，
讲解身边真实案例，
成立反电诈
已向群众返还 1995 万元。
志愿者团队，
指导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 APP”。各
在全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同时，咸宁
地各警种结合自身职责，通过“摆地摊”
“进校园”
公安机关也把指导群众防范电诈犯罪工作放在重 “拍段子”
“送资料”等各种宣传形式，提升群众防
要位置，牵头成立由宣传、金融、通信运营商等部
范电信诈骗安全意识。目前，督促 1163 家商场、
门共同组成的“反诈联盟”，督促重点行业严格规
银行、医院、车站、学校、企业等单位 LED 屏幕滚
范
“两卡”
管理，
源头防范贩卖出租电信卡、
银行卡
动播放防诈提示语及短片，张贴反诈宣传海报
等黑灰产业链形成。积极建立了由多家商业银行
12 万张，宣传手册 16 万份，最大限度将防范知识
和三大电信运营商共同组成的反电诈快速反应工
送到群众家中，
一道攻守兼备的防线初步形成。

演绎新时代﹃警民鱼水情﹄

一村一辅

6 月 16 日，嘉鱼渡普口派出所驻村辅警发挥
熟悉地形人员优势，2 小时“抠”出命案在逃嫌疑
人，协助武汉警方快速实施抓捕；5 月 15 日，年过
五旬的通城麦市镇村民向驻村辅警求助，两人卷
起裤腿，合力搀扶将被困山洪中的耕牛带回；3
月 10 日，崇阳石城镇荻州村辅警余雄在值班时
快速帮忙村民找回一名走失老人……
在咸宁，驻村辅警已延伸到基层百姓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扮演起校园平安守护员、巡逻防控
治安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打击犯罪情报员、交通
安全协管员等“十大角色”，纵深铺开到农村治理
“最后一公里”
。
历经步步探索，逐步成熟，以“一村一辅”为
代表的基层社会“微治理”模式，成为公安机关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名片。

作为“一村一辅”的肇始者，通山县为解决农
村警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在杨芳林乡推行
“一村一
辅”试点。经推荐、审核、筛选，夏早锋被聘用为
高桥头村首批驻村辅警。
“ 每天第一个巡逻点是
学校，在那里查看校园保卫情况。等学生都上课
了，我再去农户家走访，了解是否存在矛盾苗
头。”在他工作日志里清晰记录着“时间去哪了”：
上午 10 时，因陈某养的鸡经常跑到郑某菜园中
啄食青菜引发纠纷，
说服两人重归于好；
下午 2 点
多，在广场处发现有孩子丢石头打架，把他们拉
开；下午 4 时许，扑灭山火，没有造成损失……经
过试点，杨芳林乡警情数、刑事案件数、治安案件
数同比分别下降 38.2%、25%、23.5%，
“ 一感两
度”排名由全市乡镇末位跃居第 15 名。
一时间，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的“通山模式”不胫而走，各地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在通山经验上，打造升级版“一村一辅”警务
模式：崇阳将驻村辅警向社区网格延伸，创新推
出了“分级式、分类式、分步式”的矛盾纠纷化解
模式，驻村辅警排查矛盾纠纷 130 多起，调处率
达 100%；通城明确驻村辅警“五岗合一”，即乡
村（社区）社会治理协理员、基干民兵、应急安全
协管员、退役军人事务员、村镇建设协管员岗位
职责，12 个基层派出所的平均警力从 13.7 名提
升至 29.1 名，
增幅达 112.4%。
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 889 个行政村，已配
备驻村辅警 801 人（另配备驻村民警 227 人），
89.3%的行政村实现了一村一辅警。
“ 警务围着
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的警务模式，正在“为
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中不断走向深入。

6 月 23 日，副市长、公安局长肖天树为 48 名老党员颁发“光荣
在党 50 年”纪念章。

5月中旬至6月底，
市公安局启动全市公安民警群众评议活动，
发
放并收回有效调查问卷67900余份，
实现了除涉密岗位外全警参评。

5 月 25 日，咸宁公安在城铁南站开展暴徒处置、
“人质”解救、
伤员救治、排爆搜查、
秩序恢复等反恐防暴处置科目演练。

市司法局: 做实成果转化 提升法治质效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司法行政系统
坚持以学习教育为主线，在学中查、在查中改、在改中做，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实践导向，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狠劲，推动教育整顿走
深走实、达到制度化常态化效果。在市教整办组织的查纠
整 改 环 节 满 意 度 调 查 中 ，市 司 法 局 的 群 众 满 意 度 达
99.675%。在“司法行政干警群众评”活动中，该局有 12
名干警接受群众打分评价，满意率达 99.8%。今年 4 月
份，根据第三方测评，我市执法司法满意度达 94.17%，较
去年同期提升了 9.77 个百分点。

开门纳谏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教育整顿工作中，市司法局坚持开门纳谏严整顿，解
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召开查纠整改
环节座谈会，通报学习教育环节座谈会征集到的 46 条意
见建议的落实情况，进一步向与会代表征集意见建议 14
条。8 名班子成员带队深入高新区企业实地走访，发放调
查问卷 50 份，征求市场主体意见建议。针对 60 条意见建
议落实清单管理，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办理时限，以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责任担当切实做到取信于民。
——做强做优人民调解中心品牌。出台《咸宁市关于
推进乡村两级人民调解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咸宁市人
民调解员选任管理办法》，加快全市人民调解中心的信息
化建设步伐，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规

模化。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
6593 件 ，成 功 调 处 6308 件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提 高 了
49.6%和 48.1%。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梳理、审核并对外公
告了市本级 99 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录清单，最大限
度地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探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将首次轻微违法免予
行政处罚的范围由原来 50 项升级扩容到 12 类 102 项，助
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谋发展。
——开展“法律服务惠民生 优化环境促发展”专项系
列活动。组织实施“法治体检”、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承诺
制”等 10 项活动，满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多样化的法律
服务需求。开展百名律师进百村、入百企、讲百课活动
123 场次。
——在咸宁高新区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切实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选优配强市直中小学法治副校
长。与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校法治副
校长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公检法司等部门选派优秀人才
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在鄂南高中、温泉中学、职教
集团举行了聘任仪式和法治讲座。市直 6 所中小学法治
副校长已全部配备到位。
——开展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宣传活动。联合市
委宣传部、市法学会印发《咸宁市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暨 2021 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方案》，在
咸宁职院举行了活动启动仪式。
——创新禁毒警示教育。举办“戒毒场所特殊开放
日”活动，推动将“参观市禁毒警示教育展馆，开展禁毒法
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纳入第 6 期支部主题党日内容。主

4 月 30 日，咸宁市律师行业召开“学党史、悟思想、砺初心、办实事”全市律
师服务承诺仪式大会，80 余名执业律师身着律师服，列队肃立，大声而庄严地
作出了履行中国律师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郑重承诺，表达了誓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坚定信念和鲜明态度。

动与市直教育系统对接，与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合作
开展
“护航青春”青少年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努力营造
全民禁毒氛围，
更好的服务全市禁毒工作大局。
——建立戒毒人员职业评估机制，帮助社区戒毒人员
顺畅回归社会。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
优质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截止到 5 月底，全市共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 1179 件，接受法律咨询 12883 人次，办理公证
业务 3129 件，
办理司法鉴定业务 2356 件。
——协调配合促整治。与市法院、市律协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构建法官与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清廉
关系的行为规范（试行）》，5 月 21 日召开共同推进顽瘴痼
疾整治工作座谈会，共同发起建立清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
倡议，在全省率先探索出一条共同推进顽瘴痼疾整治，建
立清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新路径。

巩固提升
推进成果转化常态化
以高站位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坚持融合推进教育
整顿与党史学习教育，将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与
党史学习教育融为一体，一体推进、一体安排、一体落实。
组织干警赴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学习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
注重用当代政法英模激励干警树牢宗旨意识，举办全市司
法行政系统英模报告会，宣传刘少华、续辉等司法行政系
统英模事迹，营造了“对标先进找差距，比学赶超促提升”

6 月 22 日，市强戒所组织开展“护航青春”禁毒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组织 27 名中学生代表来到市禁毒警示教育馆，倾听中国
禁毒历史、观摩毒品仿真模型，认识到毒品对社会、家庭、个人带来的危害毒
品的危害。

的浓厚氛围。出台《咸宁市司法局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方
案》，解决了干警管理宽松软问题，实现以制度管人，激发
了全体干警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在
“司法行政干警群众评”
活动中，全系统 121 名直接服务群众的干警主动亮身份、
比作为，
好评率达 99.8%，创历史新高。
以真情怀推进“为民办实事”常态化。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市、县两级第一批分别对外公告了
99 项和 528 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录清单，最大限度
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负担；建立公证、司法鉴定限
时办结机制和超时限的责任追究机制；探索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将首次轻微违法免予行政处罚的范围由原来 50
项升级扩容到 12 类 102 项，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谋发
展；开展“百名律师进百村、驻百企、讲百课”活动 100 余
场次，把公益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和市场主体身边；建
立戒毒人员职业评估机制，帮助社区戒毒人员顺畅回归
社会。
以硬举措推进依法治市常态化。聚焦主责争一流，做
优做强人民调解品牌。着力推进市、县、乡、村人民调解中
心一体建设，出台《咸宁市关于推进乡、村两级人民调解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咸宁市人民调解员选任管理办
法》，加快全市人民调解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大力推进
人民调解工作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今年第一季
度，全市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 6593 件，成功调处
6308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 49.6%和 48.1%。
做实做好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品牌。将推进行政执法
“三
项制度”作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不断推进优化制度供给、
优化科技支撑，
促进执法质效提升。

6 月 16 日，
市司法局、
市普法办组织开展的“法润园区 春风惠企”
活动第三
站来到湖北和乐门业有限公司。咸宁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聂锦建以企业法律风
险概念、
法律风险的特征及分类为切入点，
就职务侵占、
公司治理、
合同管理、
人
力资源等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关心的法律风险问题，
进行了全面透彻地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