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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零感染”安全“零事故”队伍“零违纪”

市看守所：
以最高标准打造“安全监所”

□记者郑莹媛通讯员季 节张 嘎徐 瑨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市看
守所牢固树立监所安全无小事的理
念，全面启动战时警务，及时实施公
安监管工作人员全员封闭管理，抓
好监所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
持续110多天的封闭管理，市看守
所全体公安监管民警充分发挥不怕
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凭借顽强的
意志力、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负责的
工作态度，全面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确保所内疫情“零感染”、安全

“零事故”、队伍“零违纪”。

凝聚思想共识，夯实防控基础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看守

所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和组织建
设，凝聚队伍合力，打造“抗疫铁
军”，有效夯实了疫情防控体系根
基。一方面，市看守所党支部采取

“领学”“送学”“考学”等形式，第一
时间组织全体党员民警、职工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方面，通过成
立青年突击队、递交请战书，举行请

战宣誓仪式、对党旗宣誓仪式等方
式，大力营造战时氛围，激励广大
民警和职工以“决战用我、用我必
胜”的决心和勇气，投入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打赢这场硬仗。

市看守所还坚持疫情防控任
务在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的
理念，迅速成立了3个封闭备勤区
临时党支部，严格按照标准，选优
配强临时党支部书记。同时，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
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组织召开党
员大会9次，党员活动10次，开展
谈心谈话90次，切实把全体人员的
思想和认识统一到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上。

启动战时机制，全面激发战斗力
时间就是生命。自1月 27日

全警返岗后，市看守所争分夺秒，
迅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监所封
闭式管理工作，全面启动疫情防
控期间监管场所战时勤务机制，
有序进行方案制定、宣传动员、岗
位调整、后勤保障等准备工作。

根据部署，2月 3日，市看守所正
式进入封闭式管理状态。这期间，
警力是日常的三分之一，工作量却
是平时的三倍。所有人员实行分班
组轮值，每个班组在监区内轮值15
天，不值班的班组在监所行政办公
区封闭备勤。

为了提升民警的政治自觉和
担当，市看守所制定了战时队伍风
险内控机制、临时党支部工作考核
办法、战时党员星级量化评定办法
等多种工作机制，对民警在疫情防
控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考察。同
时，通过视频巡查、现场检查、突击
检查等形式，严格督查封闭勤务人
员在安全管理、警令执行、人身防
护等方面的情况。对思想不重视、
措施不落实、执行不到位的人员，
以及不服从指挥、不担当责任、违
反战时纪律的人员及时诫勉谈话，
并跟进战时追责。

高标准严要求，确保防疫绝对安全
工作中，市看守所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把好进口关、隔离

关、防治关和警力关，堵塞各种漏
洞，严密防范疫情输入。

市看守所在细节上下功夫，把
好外来人员防控关，认真对照监所
与外界接触的环节，严格规范办
案民警提讯、后勤物资供给等工
作，最大限度阻断外部传染源。
市公安后勤保障部门为该所统一
采购并配发了口罩、护目镜、防护
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保证人员
安全，同时成立了疫情防控爱心
帮扶小组，开通了“爱心帮扶热
线”，向家属发放《致公安监管民
警家属的慰问信》，走访并慰问了
30名民警家属，及时解决他们在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确保一线民
警无后顾之忧。

此外，市看守所积极争取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支持，在对监所新收
押人员进行入所前核酸检测的基
础上，为监所执勤民警等一线工作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据了解，接受
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达105人次、
在押人员达206人次，有力确保了
人员生命健康安全。

扎实推进安全宣传教育

市交警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张 嘎 徐 瑨 郑佳丽）4月以来，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围绕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重点，结合春末
夏初交通安全的特点和规律，通
过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督促企
业进一步依法落实交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遏制各类
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事故，促进全
市道路交通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目前，已深入企业28家，开
展宣讲活动28场次。

为了让“春风行动”深入人
心，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行动之
初就确定了“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的工作思路，认真
研究新形势下我市交通宣传工
作的规律和特点，梳理了近年来
典型的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在制
作宣传材料时做到简洁明了，使
抽象的理论形象化，以增强群众
对安全知识的接受能力。

“春风行动”开展期间，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企业，面
对面宣讲交通安全知识。宣讲
中，民警针对近期发生的交通事
故案例，详细分析了事故成因，
强调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的
重要性，并且结合我市道路交通
特点，耐心讲解“三超一疲劳”、
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性，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

全运输制度，切实做好车辆的源
头监管；督促企业员工加强交通
安全行车自律意识，严格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绷紧安全行车
这根弦，养成良好的文明行车习
惯。其中，丁蜀交警中队会同属
地交通运输部门，于5月11日赴
宜兴新威利成稀土有限公司进
行交通安全面对面宣讲。宣讲
结束后，民警还现场检查了车辆
安全状况，了解车载灭火器、逃
生安全锤等设备是否配备到位。

为使企业切实落实交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还精准对接企业，使“春风
行动”宣传教育契合企业需求。
交警大队民警通过走进企业，发
放宣传单、播放宣传片等形式，
主动为企业和群众答疑解惑，宣
传普及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的政策法规。此外，还督促
企业认真开展安全学习活动，抓
好全员安全知识培训，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
度，切实提高企业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整治能力。近日，民警就
深入江苏东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市公用环卫有限公司等企业
开展宣讲活动，广泛宣传关于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
的法律法规，指导帮助企业明确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

5月17 日晚上，市民李女
士来到城南派出所，将一大袋
肯德基食品塞到民警黄靖和辅
警李家盛手中，请他们收下，并
连连表示感谢。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

原来，5月17日上午，值班
民警黄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里看到一则被大量转载的寻物
启事：有市民在宜城街道沧浦家
苑二期某楼附近丢失了一只苹
果手机，手机内有孩子做手术的
重要资料。看到消息，黄靖立即
联系了失主李女士，向她了解事
情的详细经过，并会同辅警李家
盛前往该小区调取事发时的监
控。经认真比对，发现失主李女
士当天丢失手机后不久，一名男
子来到相同的位置，俯身捡起了

地上一个东西后迅速骑电瓶车
离开了。但由于监控摄像头像
素不高，无法清晰显示电瓶车主
的相貌以及电瓶车的具体细
节。他们回到所里，通过回溯电
瓶车的行驶路线，调取了电瓶车
进入小区前的道路监控，并成功
截取到电瓶车主的高清图像。
经过细致排查，成功找到了这辆
电瓶车在该小区内的停放地点，
以及车主居住的楼栋和楼道
口。当天下午，他们带着李女士
一起前往沧浦家苑，成功寻找到
电瓶车车主，车主向李女士退还
了手机。面对失而复得的手机，
李女士感慨万分，这才有了开头
的那一幕。

（记者 郑莹媛 通讯员 徐
瑨 史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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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开展“骑乘戴头盔 安全你我他”活动，在全市范围内依法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助推驾乘人员养成良好安全习惯。

图为5月25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宜城交警中队民警联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宜兴支公司员工在市区繁华地段开展送头盔、
话安全活动。 （通讯员 赵振伟 摄）

平安建设宣传到基层平安建设宣传到基层

5月20日上午，周铁派出所与该镇综治、司法、安监、交警等部门
积极开展平安创建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以案
说法等形式，向该镇居民群众宣传平安建设、防诈骗、扫黑除恶等有关
内容。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30多个。

（通讯员 蒋 楠 摄）

全力推进群租房整治全力推进群租房整治

近日，市公安局、市供电局、市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对群租房整治
开展联合检查。检查组深入我市住宅小区，针对群租房违规改变房屋
使用性质、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逐一进行核查。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要求出租户和承租人现场进行整改，对于
不能现场整改的坚决采取停水、断电等强制措施并责令限期进行整改，
逾期仍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强制进行清除。

( 通讯员 宫 轩/文 张旭来/摄）

“请接受我们全家最崇高的敬
礼和最真挚的谢意！……你们不
仅使我们避免了经济损失，而且宽
慰了我的父母，我从心底里感激这
样的队伍。”近日，高塍派出所收到
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写信人
陆女士是一名在一线抗疫的军医，
而这还得从陆女士父亲家中那张
失窃的旧陶凳说起。

3月 15日中午，高塍派出所
接到辖区居民陆先生报警称，他家
门口那套老式陶制桌凳，被人偷走
了其中一张凳子，虽说这陶凳已有
些年头，不值什么钱，但却是长辈
赠予，他们夫妇对这套桌凳感情很
深。这桩盗窃案交到了“95后”民
警董志鹏手上，民警小董向陆先生
了解了事情经过，并根据现场附近
的道路监控循线追踪。董志鹏发
现，附近一村民曾在短时间内两次
经过陆先生家门口的小路，第二次
经过时，电瓶车上似乎载了一张凳
子。他加班加点查了一夜，3月16
日早上，他就和同事根据线索找到

了嫌疑人王某。王某怎么也想不
到，派出所民警会为了一张旧陶凳
找上门。王某坦陈，15日早上出
门买菜，经过陆先生家门口，看见
这套桌凳，觉得好看，就顺手牵羊
搬了其中一张回家准备自己用，却
不想，触犯了法律。

凳子物归原主，王某也将受到
法律制裁。但这起案子里的当事
人，都是一个镇上的乡里乡亲，又
正值疫情期间，如何通过这起案值
不足300元的小案，起到法律的教
育作用，这让董志鹏陷入思考。王
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到陆先
生家赔礼道歉，陆先生也原谅了王
某，并向所里表示，希望不予追
究。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董志
鹏申请依法对王某做出不予处罚
的决定。4月2日上午，陆先生夫
妇将一面写有“雷霆出击，破案神
速”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这对于刚刚从警一年多的董
志鹏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通讯员 徐 瑨）

一张失窃的旧陶凳失踪手机存有重要资料
民警千方百计帮助寻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