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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新征程 不忘初心再出发
安在线

公

区公安分局组织开展系列恳谈活动

为你欢呼
为你自豪

区公安分局荣获“全省模范公安局”称号

本 报 讯（通 讯 员 蒋 友 亲）日
前，全省公安系统英模表彰大会在
杭州召开，区公安分局被授予“全
省模范公安局”殊荣。区委常委、
公安分局局长郑灵江代表区公安
分局上台领奖。
当天，
“路桥公安”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播发了这条喜讯。微信
播发后，警营为此沸腾，网友一片
欢呼。短短几小时，阅读量超万
人。网友“正兒 8经”留言：
“ 我在
路桥工作多年，这几年治安比以前
好了很多，谢谢那些为我们保平安
的警察同志，辛苦了。”网友“红叶
花香”留言：
“我为路桥公安点赞。”
巡特警大队民警陈俏在微信朋友
圈里这样写道：
“为你欢呼，为你自
豪。荣获全省模范公安局，身为路
桥公安的一员，我倍感荣耀。”这几
天，区公安分局的警官荣誉室也比
以往热闹，民警们纷纷到荣誉室
“零距离”触摸“全省模范公安局”
奖牌，
与奖牌合影。
“全省模范公安局”表彰大会
每隔 5年举行，今年的大会也是继
2
0
0
7年和 2
0
1
2后规模最大、最为
隆重的表彰会。此次表彰大会上，
获评全省模范公安局的共 5个，路
桥是我市唯一一个。近年来，公安

机关把人民群众满意当作第一追
求，狠抓队伍正规化和执法规范化
建设，狠抓控发案及和谐警民关系
建设，狠抓创业创新。阳光执法举
措杜绝了“暗箱操作”，促进了执法
的公正公平；把控发案当作“1号民
生工程”，实现发案率 6年持续下
降；坚持创业创新，大数据全面主
导警务机制改革，被公安部确定为
全国县级模式进行推广等。所有
这些让群众对公安的满意度从
2
0
1
2年的 9
3
.
3
%攀升至 2
0
1
6年的
9
5
.
1
3
%。
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荣
誉是对近年来取得成绩的肯定和
鼓舞，更是对进入新时代、踏上新
征程、迎接新挑战的一次鞭策。成
绩属于过去，发展路上更需百倍努
力，公安机关将以“翻篇归零”的心
态，以更高的站位、更高的要求，努
力实现更上一层楼，回应广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期盼。
为赢取更大成绩，在 1
2月 4日举行
的主题党日活动上，区公安分局专
门组织开展了以荣获“全省模范公
安局”为契机的“不忘初心再出发”
暨深化“我为局荣·局为我荣”主题
大讨论活动，明确目标，争取再立
新功。

1
2月 5日下午，区公安分局组织开展“新起点·新征程”之“一路走来，感谢有你”警属恳谈活
动。恳谈前，
警属代表还参观了忠诚教育基地、
桐屿派出所等。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蒋友亲）连日
来，区公安分局专门组织开展“新
起点·新征程”系列恳谈活动，广泛
聆听基层民警、警属、离退休干部
以及社会各界干部群众的声音，汇
集各方智慧，让路桥公安的明天更
加灿烂辉煌。

在1
2月 5日上午组织召开的
“新起点·新征程”之“不忘初心再
出发”主题恳谈中，区委常委、公安
分局局长郑灵江，区公安分局党委
委员、政治处主任包敏与优秀单
位、优秀民警、新民警以及调离公
安机关代表坦诚交流。

路桥派出所所长韩建胜首先
发言，他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优秀
的集体中工作感到无比自豪，并以
“一年一个样”
“脱胎换骨”
“量变到
质变”等关键词概括了公安分局近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抒发了自己
由衷的自豪感。

1
2月 1日，在路
桥派出所交流工作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第一师金银川垦
区公安局民警陆宏
伟、马大虎借着语言
交流上的优势，深入
到在我区创业的少
数民族群众当中，开
展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及法制、防范等宣
传教育。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劫匪瞄上滴滴司机
不到 12小时便落网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赌博输钱口袋空空，难以维持
生计便起了歹念……1
1月 2
5日，
我区警方速破一起抢劫案件，涉案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不到 1
2小时
即被抓获归案。

滴滴司机接单遇劫匪

1
1月 2
4日 2
1时 3
0分，滴滴司
机陈某开车经过路桥吉利大道时
接了一单去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
集聚区方向的单子。打车的是两
名2
0来岁的男子，车子开到目的
地后，两男子又说先去暂住的地
方，
并让司机绕回到蓬街镇。
2
2时许，在两男子的指路下，
车子开到了蓬街沃尔沃小镇附近
的一条小路上。到了那里，两男子
称目的地到了，提出要下车。坐在
副驾驶室的那名男子先下车挡住
车子去路，就在同时，坐在副驾驶
座后面的另一男子拿出小刀逼陈
某给钱。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陈某
将身上的 5
0
0元 钱 给 了 两 男 子 。
随后，两男子又让陈某把银行卡拿
出来。陈某说自己开滴滴，身边没
带银行卡，两男子便又抢走陈某携
带的那部手机。然而就在两人准
备逃离时，陈某一把揪住其中一
人，将其摁倒在地，夺回了自己的
手机。见陈某长得高大，两男子仓
皇逃窜。

大数据显威力，破案
手到擒来

当前，公安机关正在深入开展
“除毒瘤，净土壤”严打整治行动。
在接到 1
1
0指令并听取滴滴司机
陈某的情况描述后，刑侦大队责任
区四中队指导员林江带领民警余
亚威等人立即开展侦查。借助视
频侦查等多种手段，民警快速对犯
罪嫌疑人身份作出准确判断，锁定
该案系丁某和朱某二人所为。二
人均出生于 1
9
9
5年，
重庆人。
1
1月 2
5日 1
0时许，在大数据
的精准制导下，民警从台州客运南
站将已经买好去湖北的车票并等

区委政法委专职副主任李贲
曾是公安分局的一员，受邀参加这
次恳谈，他很激动。他说，是公安
培养了他，他还回忆起昔日与同事
们在同一战壕里奋战的情景，处处
道出对公安的感恩之情。
“1
1月 3
0日”这个时间节点给
了情指联勤中心主任应光远特别
深刻的印象。他说，6年前的 1
1月
3
0日，是郑灵江到路桥工作的时
间；
巧合的是，
6年后的 1
1月 3
0日，
郑灵江到杭州人民大会堂领取了
“全省模范公安局”
的奖牌。
峰江派出所民警林佳妮是一
位入警才一年的新民警。作为新
民警代表，她感触颇深，认为路桥
公安获评“全省模范公安局”是当
之无愧的，是以“作为”换取的“地
位”，是理所当然的。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她表示要以“优秀”为目
标，
更好地工作。
作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的杨
鑫，2
0
1
3年入警，至今才 4年时间，
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他表示要感谢
组织的培养和对他工作的认可，一
定不忘初心，守住底线，在荣誉面
前戒骄戒躁，
踏踏实实地工作。
路北派出所民警陈洁表示，一
定要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的壮志豪情，在工作上
发扬钉钉子的精神，瞄准目标，一
锤一锤钉下去，钉牢一颗再钉下一
颗，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功成不
必在我的境界，
续写辉煌篇章。
在听取大家的交流发言后，郑
灵江表示深受
“启智”
，
并对今后的工
作和目标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候出发的犯罪嫌疑人丁某和朱某
抓获归案。此时，距离案发不到 1
2
小时。
经了解，丁某和朱某原本在台
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一家企
业打工，因好吃懒做，半年前辞职
后两人过着流浪生活。期间，丁某
还染上了网络赌博恶习，一连输掉
了好几万元。
最近一段时期，他们一直在网
吧过夜。案发当天下午，丁某半开
玩笑地对朱某说：
“口袋里没钱，咱
们干脆一起去抢劫吧。”没想到两
人一拍即合，于是丁某也去他爸爸
的暂住处拿了一把水果刀。当晚，
他们决定抢劫滴滴司机。
打劫后，他们惶恐万分，一夜
睡不着觉，想尽快离开台州。第二
天上午，他们一早来到台州客运南
站买好车票准备逃往湖北。谁知
还没来得及上车，
民警已经赶到。

夜车送客还得多留心眼
透过这起抢劫案，
我们不得不重
提防范这一话题。出租车行业以及
新兴的滴滴打车行业，容易成为不
法分子作案的对象，车主要学习一
些应对突发事件的技巧和知识。在
这里，
我们来听听林江是怎么说的。
夜间开车送客的司机，一定要
学会看神态、观举止。细心观察乘
客的神态和举止行为是否正常，如
说话、表情、年龄、身份、衣着、行
李、人数等是否有可疑迹象。在遇
到以下情况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行驶途中巧遇“朋友”的；上车后给
“朋友”打电话告知已上车，路上不
断给“朋友”打电话告诉其行驶方
向，或途中突然提出接“朋友”的；
两名以上男青年搭车到农村或偏
僻地方的；主动递饮料、香烟等“热
情过度”的；租车跑长途报高价装
大款的；去向不明、目的地不固定，
尤其那种不告知行车目的地，在车
上以“向左转”
“ 向右转”等手势或
语言告诉司机的。在偏僻地带或
夜间没有人和路灯的地段突然要
求停车小便等情况，都一定要格外
警惕，
谨防意外事件发生。

根据我区电动
车专项治理的部署
和“七个一律”要求，
从1
1月 2
7日开始，
交警部门严查骑乘
电动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行为，目前已有
多人被处行政拘
留。图为交警正在
路面设卡检查。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民警帮忙找回迷路的环卫工人
本报讯（通讯员 梁 央）
“我
们这里一名刚来的环卫工人可能
迷路了，请你们帮忙查找。”日前，
路桥派出所接到环卫处的报案，称
1
1月 1
4日 4
0多岁的环卫工人张某

在商海街工作时失去了联系。
张某来自河南夏邑，初次来到
人生地不熟的路桥，成为了环卫工
人并负责商海街这一段的环卫保洁
工作。然而1
1月1
4日下午，
张某出

去工作久久未归，
他又没有手机，
环
卫处便向路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根据报案人反映的情况，民警
调出周围一带的监控视频，
经过2个
小时的层层筛选、
追踪调查，
终于在

路南街道长浦村发现了张某的踪
迹，
找回了迷路近2
3个小时的张某。
1
1月 1
6日，
环卫处负责人来到
路桥派出所，
为民警送去印有
“为民
服务，
尽职尽责”
的锦旗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