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围绕全市公

安改革工作要点，立足打造“五个最强”

目标，全面贯彻执行省公安厅、市公安

局“大联动、大执法、大数据、大实战、

大服务”五大改革举措，扎实推进公安

改革工作，多个改革项目呈现特色。全

市“河道警长制”改革现场会、全市公

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暨执法流程微

改革现场会、全市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

理处置工作现场会先后在射洪召开。

射洪县公安局“河道警长制”、“轻刑快

办”、“涉案财物管理”等改革经验在全

市交流推广。

2018 年 12 月 18 日至 19 日，全省县

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网安业务专题培

训班上，射洪县公安局就“网安五化建

设”工作在全省作经验交流，得到了省

公安厅领导及全省县级网安工作分管

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坚持以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为目标，通过优

化办理流程、整合政务资源、融合线上

线下、创新办理手段等方式，不断提升

公安机关在新常态下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能力和水平。

目前，射洪县公安局已通过推进“四

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实行

“一窗受理”审批、“警邮合作”自助服

务、出入境证件自助办证、港澳签注“立

等可取”等便民利民措施，增设窗口，实

行一厅式办理、一站式办结，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搭建“平安射洪”微

信公众号，公开行政管理服务事项、办

事流程，实行提前告知、网上预约，实现

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全年各业务窗

口共为群众办理各类证照业务 20 多万

件。积极争取驾考权限下放，在全市区

县中率先开通驾考服务，共受理各类考

试 5.2 万余人次，共办理各类证照 3.1 万

余证，年检机动车 4.8 万台，车管所被省

公 安 厅 评 定 为“ 全 省 一 等 县 级 车 管

所”。公安“放管服”改革多次被《四川

日报》《四川法制日报》等省级媒体宣传

报道，有力彰显了射洪公安良好形象，

增加了全县经济社会软实力，为发展良

好的投资、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围绕中央环保督察、群众最不

满意 10 件事整治等工作，切实加强烟花

爆竹禁限放、河道警长制、砂石资产国

有化改革、机动车环保达标监管等环境

保护相关工作，全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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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始终围绕涵养政

治品格、规范行为准则、严格政治规矩下力用劲，

全局民警政治纪律意识得到强化、遵规守纪更加

自觉，全局各部门贯彻执行上级决策指示不搞变

通、不打折扣，落实制度规定不开天窗、不留后门。

强力推动落实，依据省委决定，射洪县公安局

不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层层压实责任，落实“一

岗双责”责任制，全面形成党委领导、驻局纪检组

牵头、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强化权力

监督，加强制度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加

强执纪监督问责，落实“一案双查”机制，开展警

示教育，坚决防止队伍违规违纪违法，特别是在

开展“守纪律讲规矩，全面从严治党治警”教育整

顿活动中，共排查廉政风险点 141 个，共对 44 个部

门（次）进行了督察，发现整改问题 3 起，下发督察

通报 14 期。

延伸管党治党触角，在各支部设置纪检监察

委员，开展家庭助廉活动，把管党治党工作细化

落实到每个环节，形成内外结合，随时提醒民警

遵纪守法的监督链；推进廉政档案建设，建立民

警《廉政档案》400 余份。全局党委廉政建设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执行规矩制度进一步自觉和

彻底。

2018 年以来，射洪县公安局党委一班人尽职

履责、务实担当，全面完成了 2018 年各项公安工

作任务，实现了多项工作的突破，先后荣获“四川

省优秀公安局”“全省执法质量考评优秀单位”等

殊荣，全局共有 25 个集体 67 名民警受到省厅、市

局记功、嘉奖和表彰。

（唐明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牢记使命铸警魂 忠诚履职保平安
——2018年射洪县公安局工作纪实

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持“防风险、保平安、护发展”工作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整体推进、单项攻
坚，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创新突破、斩获佳绩，有效助推了经济社会领先发展
率先跨越。

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始终把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年公安工作的中

心，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坚持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带动党员

干部学习，以“三会一课”、党日活动、组

织生活会为基本形式，分层、分类、全覆

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指示精神，以及四

川省委十一届三次、遂宁市委七届六次、

射洪县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引导全

体党员民警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牢

记新时代历史使命，筑牢绝对忠诚、绝对

可靠、绝对纯洁的政治根基。

一年来，射洪县公安局组织局党委

中心组集中学习 16 次，召开专题学习讨

论 10 次，党支部书记上党课 49 余场；邀

请市委党校学者、大英县委组织部干部

为全局党员民警上专题党课 3 次；举办

12 期“民警夜校”，分批分次组织全局民

警共 450 余人次进行理论集中学习。共

选送 117 名民辅警到内江、遂宁等地培

训，参训率和合格率均 100%；共组织各

类业务培训 26 次，参训 1100 余人次，2 次

选派业务骨干参加省市级业务大比武并

获得优异成绩；327 人参加警体测试，达

标 296 人，达标率 90.5%；共组织辅警培

训 28 次，参训人员 1100 余人次。通过学

习教育武装民警头脑，坚定民警政治立

场，铸牢忠诚警魂

与此同时，射洪县公安局党委始终秉

承“抓好党的建设，就是对政治立场、政治

觉悟、政治能力的重要检验，就是衡量是

不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标尺”

的理念，坚持以党建促队建，围绕“五好五

强”党支部建设标准，积极开展“最强党支

部”创建活动；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双重

组织生活会和固定主题党日等制度，不断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完善党委议事《规则》、作风

建设《规定》等制度机制，党委、党支部班

子用权的规范越来越具体、要求越来越严

格；进一步强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增强

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创先争优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激发党员干部在公

安工作中发挥先锋引领和模范带头作

用。全年共有 1 个党支部、2 名民警受到

县委表彰；共有 8 个党支部、10 名党务工

作者、45 名党员受到县局党委表彰，共接

收 11名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围绕立场抓思想
全力铸牢忠诚警魂

围绕改革抓服务
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18 年，射洪县公安局进一步整合城区派出

所警力资源，优化“特警+派出所”巡防模式，结合

交警、警犬技术中队开展街面巡防，有效打击街

面犯罪；加快“天网”“雪亮”工程资源整合力度，

建成 2328 个监控点位，基本实现对城区重点区域

和农村主要道路口的全覆盖；发展红袖套队伍

2000 余人，堵塞巡防漏洞；投资 166 余万元扩建警

犬基地，新增警犬 5 只，警犬基地建设走在全市区

县级公安机关前列。同时，射洪县公安局高度重

视科技强警建设，依托科技，解放人力，提升效

能。全年通过现场生物物证破案 78 件，利用移动

警务终端开展巡逻盘查挡获在逃人员 31 人，利用

“天网”“雪亮”工程辅助破案 600 余件，服务群众

400 余起；通过旅店业信息治安管理系统抓获上

网逃犯 35 人。

2018 年，大英县公安局共接处警 11.3 万余起，

其中有效警情 1.9 万余起，同比下降 10.58%，立刑

事案件 1669 件，同比下降 28.3%，刑事拘留 372
人，取保候审 373 人，逮捕 222 人，移送起诉 578
人；受理治安案件 3031 件，查处 1249 件，治安处罚

1356 人，行政拘留 784 人，强戒 75 人；调处各类治

安纠纷 7000 余起；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5 万余起，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在“扫黑除恶”方面，射洪县公安局扫黑除恶

斗争首战告捷，共破获涉黑涉恶类刑事案件 52
件，打掉了有组织涉黑犯罪集团 1 个，涉恶集团 1
个，涉恶犯罪团伙 4 个，战果得到了省厅、市局充

分肯定。

在“禁毒人民战争”方面，共侦破涉毒刑事案

件 32 件，捣毁制毒窝点 4 个，打击处理涉毒犯罪

嫌疑人 54 人，缴获各类毒品 56.05 公斤，查获吸毒

人员 262 人，强制隔离戒毒 75 人。特别是破获

“5.22”特大制毒专案，受到省公安厅的“贺电”表

扬；禁毒工作被省公安厅表彰为“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利剑’专项行动成绩突出集体”。

在“盗抢骗”犯罪方面，射洪县公安局坚持快

打多破，紧盯街面犯罪、入室盗窃、农村家禽被盗

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改革巡防模式，强化科技手

段，加大破案攻坚，共侦破侵财犯罪案件 252 件，

为群众追回被盗电瓶车、摩托车 120 辆，家禽、家

畜 100 余只 (头 )，挽回经济损失 200 余万元；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成功冻结银行账号 20 个。

在经济犯罪方面，全年共立案侦查经济类案

件 11 件，刑拘 9 人，取保候审 21 人，移送起诉 17
人，起诉公司 3 家，逮捕 4 人 ,涉案金额达 1340 万

余元，冻结银行账户资金 81 个 4000 余万元，收缴

假币 10 余万元。

在整治“黄赌”方面，全年累计破获涉黄赌刑

事案件 4 件，打击处理 24 人，查处治安案件 66 件，

治安处罚 191 人，收缴赌博机 120 台，捣毁窝点 12
个。此外，射洪县公安局围绕食药“利剑”“清水

蓝天”“春雷”“夏安”“秋风”等系列专项行动，全

力整治社会治安秩序，有力维护社会治安环境，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围绕平安打犯罪
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

围绕规矩抓纪律
全力提升党风廉政建设

抢险救援

执勤保平安

抢险救援

公安改革促进服务

交警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