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王警官，你们真的太好了，等拿
到身份证，等疫情缓和，我一定回老家看望
亲人，那时再当面感谢你们。”2022 年 9月
10日中秋节这天，41岁的张某艳恢复了自
己的真实身份“彭某娣”后激动地说。

28年前，彝良县角奎街道小河村垭口
村民小组的女孩彭某娣被人诱骗到江苏省
宿迁市打工，后又辗转到江苏省盐城市打
工。由于出走时年幼，彭某娣已记不清具
体的家庭地址，只记得自己是小河村的人，
她一直自称姓名叫“张某艳”。1999年，其
认识了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新坍镇人周
某，两人组成家庭并生育了 2个子女，平平
淡淡生活至今。

“张某艳”在江苏省没有户口，多年来，
她一直想寻回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2022
年 8 月，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新坍派出所
与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发达派出所联系，
协商为彭某娣恢复户口事宜。

为尽快帮助彭某娣解决户口难题，早
日让其与失散了 20多年的家人团聚，发达
派出所老民警王太和通过查询原始档案，
走访彭某娣家人、邻居等调查取证，开启绿
色通道，远程指导彭某娣拍摄了符合办理
二代身份证规格的照片，历时一个多月，终
于成功收集了全部资料。

9月10日，王太和将彭某娣照片录入制
证系统并通过审核，随即认真填写了彭某娣
的现住址和联系方式，一张崭新的身份证将
邮寄到彭某娣本人手中。

中秋佳节，彝良县公安局发达派出所服
务群众“不打烊”，这只是昭通市公安机关开
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下简称

“百日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昭通市公安机关聚焦党的

二十大安保维稳主线，紧紧围绕“四个一
批、四个严防、一个确保”工作目标，立足民
生实事，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全面推进“百
日行动”，攻克了一批大要案件，整治了一
批突出治安乱点，收集了一批违法犯罪线
索，防范化解了一批突出风险隐患，全市社
会治安呈现持续稳定向好局面。

党建引领 雷霆出击

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昭通市公安
局党委贯彻落实“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
工作、以工作保平安”的党建工作思路，以
深入开展“云南公安党旗红”为载体，持续
深化昭通公安红、黄、蓝“三色”党建品牌创
建，着力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淬炼公安民
警政治担当，以高质量的党建护航“百日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

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昭通市公
安机关成立、调整基层党组织 23个，在“百
日行动”一线成立临时党组织 57 个，组建
党员先锋队 49支，让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
能和战斗堡垒作用更加凸显。同时，紧扣

“百日行动”主题主线，全覆盖开展廉政教
育、警示教育和队伍苗头隐患排查整治，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锤炼过硬警风，
彰显“惊雷行动”之威，统筹“打防管治建”
五位一体，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大关县位于昭通市腹地，县内群山环
抱、黑土藏金，矿产资源丰富，有硅、煤、铁、
铜、铝、铅锌矿等，其中硅、铝矿储存丰富。近
年来，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少数违法犯
罪分子铤而走险，猖狂盗采国有矿产资源，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社会反响强烈、影响恶劣。

2022年 3月 19日，大关县公安局上高
桥派出所接到群众高某电话报警称：“拉
矿的大车超重，使我家住房受损开裂，请
派出所处理。”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
赴现场进行处置，发现拉矿的车来自悦乐镇
大坪村，而且涉嫌非法开采。上高桥派出所
民警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大关县公安局生态
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

大关县公安局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大队到现场一看，开采人员已经不

见踪影，曾经的苍翠青山，变得满目疮痍。
民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立即展开了现场
勘查和走访。民警在侦办过程中发现，此
系列案件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大，多系团伙
作案，作案嫌疑人结构复杂，且具备一定反
侦查能力。

鉴于案情重大且复杂，大关县公安局
抽调警力，成立专案组，辗转全县 9 个乡
（镇）84个村，奔走于镇雄、昆明、广州等地，
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将该案件事实查清。

经初步查明，2019年以来，以犯罪嫌疑
人郑某松、江某、冯某为首的 3个犯罪团伙
在大关县悦乐镇大坪村、玉碗镇石灰村、上
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大寨村等地，以公司恢
复植被清理现场为由非法开采铝矿，涉案采
铝矿石达万吨，价值 600万元，初步梳理出
非法采矿案 12件，锁定犯罪嫌疑人 19人。
民警随即分成 4 个抓捕组，经过近一个星
期努力，将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百日行动”效果呈现破获刑事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查处治安案件、打击处置
违法人员同比上升，有力震慑了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

聚焦重点 治管结合

今年以来，昭通市公安机关聚焦重点
领域，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治管结合，制定
下发了《昭通市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省厅挂牌整治重点县区督导
工作方案》，明确 4名处级领导干部担任 4
个督导组组长，由警种牵头集群打击、属地
主责综合整治；组织开展“交通排险治患百
日专项行动”，创新推出农村地区交通“应
急三堵”“重点三治”措施，针对道路交通安
全风险隐患，加强对人、车、路隐患排查整
治，严查严处交通违法，实现“两下降三达
标一个零发生”目标。

鲁甸收费站坐落于鲁甸县桃源回族乡
大水塘村，是鲁甸县的重要交通枢纽。国
家提出的“八横八纵”全国高速公路方针政
策就惠及鲁甸县这个只有 40 余万人口的
小县。从鲁甸收费站上高速公路，北可以
至四川，南可以至云南的各州（市）。但一
些不法分子也将该收费站作为敛财致富的
目标紧盯不放。

2022 年 2 月 28 日，楚雄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在楚雄某服务区查获 3 辆严重超
载六轴半自动牵引车，通过调查，这 3 辆
车是从鲁甸收费站上的高速，楚雄交警
随即将这一线索移交昭通高速公路路政
管理大队。2022 年 3 月初，昭通高速公路
路政管理大队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审查，
认为该线索可能涉嫌犯罪，于是到鲁甸
县公安局桃源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后，桃源派出所办案民警对
该案进行先期审查，想按照以车找人的方
式，打开案件突破口。没想到查询结果出
来后大家都傻眼了！这 3辆车的户主都是
某某公司，且公司地址有的在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有的在四川省宜宾市，
3辆车的户主所留电话号码都是座机号码，
无法联系，案情一时陷入僵局。

2022年 4月，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一
名叫马某义的驾驶员回到了鲁甸！办案民
警迅速将马某义传唤到桃源派出所接受调
查，经过一番斗智斗勇，马某义交代了相关
违法犯罪事实，并说出其团伙成员的相关
信息。根据马某义到案后交代的其他驾驶
员基本信息，办案民警顺藤摸瓜，经过 2个
月的不懈努力与辛勤付出，举全所之力将
涉案的 40余名驾驶员全部传唤到案，案件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022 年 8 月，办案民警成功将涉案的
鲁甸收费站工作人员撒某席、赛某云成功
抓获归案，2人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其违法犯
罪事实。根据相关规定，六轴牵引车上高
速公路，车货总重不能超过 52 吨，超重将
被禁止通行。为了谋取利益，驾驶员虎某

龙、马某义就分别找到在鲁甸收费站工作
的撒某席和赛某云，联系超重车上高速公
路的事情。4人一拍即合，撒某席和赛某云
将自己上夜班的时间提前告诉驾驶员，驾
驶员得到信息后就去装货，到鲁甸收费站
后，先用小车挂着大车的车牌照去过磅，利
用收费站的地磅数据可以保存半个小时的
时间差，再将车牌照安装到大车上，大车驾
驶员走ETC专用通道直接上高速公路，从
而达到偷逃过路费及多拉货、多赚取运费、
缩短货运时间的目的。

目前，该案件得以顺利侦破，为首的 5
名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共破获案件
30余起，涉案金额 10万余元。自“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严重交通违法
112058起、整治隐患 430处，道路交通事故
数、致死数、受伤数、直接财产损失数“四项
指 标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4.55% 、45.35% 、
30.62%、44.12%。

同时，昭通市公安机关还深入推进农
村地区“雪亮工程”，发动群众新安装探头5
万余个；全面完成20个环滇、3个环昭、2个
环县圈层防控体系建设；紧盯烧烤夜市、歌
舞娱乐、桑拿洗浴、民宿酒店、快递物流等
行业场所治安突出问题，检查行业场所
7881家次；创新建立社会面新常态联勤联
防机制，日均投入街面巡防力量 1300 余
人，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29512人次，刑事警
情、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不忘初心 守护人民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既是立警之本，也是公安工作获
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群众基础的重要
保障。

2022年 8月 26日，永善县公安局马楠
派出所接到辖区冷水村党总支书记陈发贤
报警称：“村里一位百岁老人当日早上从家
中外出后一直未回家，请求帮忙寻找。”

接警后，马楠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老
人家中了解详情。经了解，老人苏某今年
已经 101 岁高龄，当天外出后一直未回
家。当晚，派出所组织民警与村“两委”人
员及其家属一起，对老人居住地周围进行
了搜寻，经过一夜搜寻没有找到。

民警随即将老人走丢的情况告知当地
政府。第二天，由警民组成的 200 余人搜
寻队对周边村庄、田地、山林、沟渠、水库、
洞穴等进行排查，继续进行搜寻。

经 2 天搜寻无果后，搜寻队扩大了搜
寻范围，同时，派出所着手发协查函，并在
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发布寻人启事。8月
28日下午，陈发贤接到村民电话说：“刚才
听到我家斜对面的山林里有人喊的声音。”
得到消息后，警民立即赶到山林查看，经过
搜寻，在一处长势茂盛的青蒿丛里发现了
老人，众人合力将老人从山林中背回家。
经查看，老人除了身子虚弱、身体有一处表
皮擦伤外，浑身无大碍，目前老人状况一切
正常。

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昭通市公安
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紧盯人
民群众的“操心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
边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落实服
务机场旅客、治安管理、交通管理等重点民
生实事，让群众感受到服务就在身边；紧盯
人民群众的“忧心事”，深入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化解，排查矛盾纠纷 3327 起、化
解3311起，化解率99.5%。

与此同时，全市公安机关同步深入开
展护校安园行动，有效落实城区校园“高峰
勤务”，并率先推行夏季危险水域防溺水

“四个一”（设置安全警示牌，放置救生杆、
救生圈、救生索）举措，共设置安全警示牌
2764 块，放置救生杆 2975 根、救生圈 2636
个、救生索 2621 条，借助“四个一”设施已
成功救助17人。

（图片由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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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护安宁 倾情为人民
——昭通市公安机关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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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的文明交通的““守护者守护者””。。
城市安全的城市安全的““守夜人守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