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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C05 重点策划

2020年以来，崔彦锋充分

发挥年富力强的优势，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协助民警出色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在单位辅警

中起到了“头雁”作用。

他是不畏艰险的抗疫“逆

行者”。疫情暴发后，崔彦锋

第一时间返回岗位，利用空闲

时间学习防疫知识，并自制视

频上传微信群供中队全体队

员相互学习。同时，他走街串

巷协同驻村民警开展流动人

员的入户调查工作，宣传防疫

知识、收集统计数据。抗疫以

来，崔彦锋开展防疫宣传 80

多次，统计汇报信息 100 多

条。

他虚心向民警“师傅”学

习，不断提高协助民警执法和

案件办理的水平。2020年，他

通过巡逻、跟踪、动中备勤设卡

等工作，先后协助办结各类案

件26宗，协助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23人，采集人员信息

6300多条，成为单位打击战线

的一把“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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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0日是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九江警营精心筹备庆祝活

动、共叙从警初心使命，广大民警以饱

满的热情和奋进的姿态庆祝这个属于

自己的节日。

重温入警誓词
激发强警豪情

最年轻的节日承载最崇高的敬意。1月

8日，九江派出所组织举办“不忘初心与使命，

追逐光荣与梦想”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活动。百余名警辅代表齐聚一堂，追忆从警

初心，共同庆祝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中国人民警察是一支拥有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警队，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

队伍设立警察节，是对警察队伍的高度认可

和肯定。”九江派出所所长杜兆保说，“我们

必将更加严格按照对党忠诚、服务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履职担当、锐意

进取、顽强拼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

更加辉煌的业绩，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

“立正！迎警旗！”现场随着《中国人民

警察警歌》响起，4名民警高擎警旗正步入

场，全体民警向警旗行注目礼，迎接警旗。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随后，在杜兆保的带领下，全

体民警右手高举，铿锵有力重温入警誓词。

在庄严的誓词声中，全体民警再次回顾令人

激动的入警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彰显了大家立志献身警察事业的信心

和决心。

表彰先进模范
激发奋进力量

2020年，九江公安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队伍中涌现出一大批牢记使命、爱岗敬业、忠

诚履职的先进典型，赢得党委政府和人民群

众的广泛赞誉。其中，17名同志获得“人民

卫士”荣誉称号。当日，九江派出所为这17

位“人民卫士”颁发荣誉纪念章和荣誉证书。

现场摆放了“人民卫士”的先进事迹展

板。17位先进模范无私忘我、尽职奉献的事

迹感人至深，让现场警辅人员接受了一次生

动的党性锻炼和精神洗礼，引起了强烈反

响，激发了他们奋发的热情。

“从警30年了，感谢组织的培养，能为

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感觉

很幸福！”荣获“人民卫士”的九江派出所副

所长刘学军表示，感谢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

的支持，将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九江派出所盘点了7位优秀警辅人员

奋斗“警”事，诉说人民警察的忠诚担当，向

节日献礼。

今年39岁的陈景麟主要负

责九江派出所宣传工作。在

2020年度反诈宣传工作中，他

尽职尽责，根据辖区多发类电诈

案件，积极谋划、创新立意，从宣

传方式、对象、内容、机制“四位

一体”着手，开展“六进”反诈宣

传活动。以“平安大巡讲”为载

体，建立反诈宣讲志愿者团队，

与社区民警、辖区警官紧密合作，

线下开展反诈宣讲活动630余

场，线上发布各类防范信息1300

余条，覆盖群众近10万人次，切

实增强群众防骗意识和反诈能

力，有力遏制了辖区诈骗警情的

高发势头，出色地完成了2020

年度反诈宣传工作，为守护好群

众的钱袋子，共筑全民反诈的铜

墙铁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另外，陈景麟在参加佛山市

反诈演讲比赛中，获评“优秀讲

师”称号，并在反诈宣传工作中

紧跟时势，努力探索，积极进取，

不断提升宣传服务的工作能力。

“搞试点，先啃硬骨头，带出

一支种子队伍，再推广全面铺

开。”作为“四标四实”专责人员

的廖超培，面对新挑战，他主动

研究，提出可行的工作思路，并

带领“试点小组”先行先试。一

周时间里，他跑遍试点村民自建

房、厂企、商场、出租屋等各种建

筑，熟练掌握采集规范，形成实

操事项PPT教材，并对全员进

行培训。除此之外，他还要与各

部门、村居进行沟通，及时解决

街路巷名重复、门牌地址错漏等

历史问题，提前为基础信息采集

突破“瓶颈”。

通过试点，他积极总结摸索

出分类分级、先易后难的“两优”采

集工作法，使信息采集快人一步。

同时，在前期试点和充分调研基

础上，他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

新推动“自建队伍”+“购买数据

服务”的“四标四实”信息采集九

江模式，力促九江成为全市率先

完成“四标四实”工作的镇街，得

到市、区领导的高度肯定，“九江

模式”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

廖燃主要负责侦破电信诈

骗和情报研判等工作。作为一

名转业干部，他始终保持军人

本色，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发扬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涉疫诈骗案件百分百侦

破。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防

控物资紧、价格高，有不法之徒

钻起空子，假装手中有防疫物

资出售，诱骗当事人转账。廖

燃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通过深

入研判，共破获8起案件，抓获

嫌疑人8人，带破案件20余宗，

完满完成上级涉疫情诈骗百分

之百破案的要求。

涉疫核查工作高标准落

实。抗疫期间，廖燃负责数据

线索核查工作，在没有硝烟的

幕后战场，他用细心、耐心将一

批批核查任务做实做好，共完

成核查任务386条，是抗击疫情

的隐形守护者。

宋维杰主要负责各类案件

的审结工作。2020年来，他带

领该中队办案组警辅人员出色

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共处理

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26人，其

中逮捕31人，助力中队和派出

所在扫黑除恶和“飓风2020”专

项行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他业精技强，破案神速。

2020年3月，宋维杰24小时内

破获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的重

大盗窃案件，抓获盗窃嫌疑人何

某明和销赃人员刘某东，成功挽

损。事主送来锦旗当面感谢办

案组警辅人员。

他心系群众，维护公义。

2020年10月，网约车司机王师

傅在九江镇某酒店附近因载客

问题被一名男乘客殴打。接报

后宋维杰马上带领警辅人员调

阅附近视频监控，结合王师傅

车内视频录像，成功锁定并抓

获嫌疑男子邹某。邹某承认因

醉酒打人的事实，向王师傅当

面道歉，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

共计3600元。王师傅送来2

面锦旗感谢宋维杰等办案同

志。

开展反诈宣传 覆盖群众近10万人次

九江派出所综合室民警 陈景麟

业精技强 24小时破获重大盗窃案

九江派出所儒林社区民警中队副中队长 宋维杰

抗疫隐形守护者 百分百侦破涉疫诈骗案

九江派出所刑警中队民警 廖燃

先行先试 摸索出“两优”采集工作法

九江派出所治安中队民警 廖超培

一线冲锋惩奸除恶 真情付出守护市民

九江派出所洛口社区民警中队民警 欧惠泛

自2018年参加巡防工作

以来，欧惠泛日复一日，在路

上守安宁、在街边抓坏人、在

社区帮群众，无怨无悔，以诚

心、热心、爱心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赢得广泛赞

誉。

无所畏惧，一线冲锋惩奸

恶。2020 年 2 月 17 日的深

夜，值班民警接到举报：九江

镇某出租房内有人聚众赌

博。刚刚加完班的欧惠泛，顾

不上疲惫，迅速投入到抓捕和

案件办理工作当中，一干就是

一个通宵。

无微不至，真情付出为百

姓。2020年11月10日上午，

一位老婆婆拿着现金来到洛

口中队要求“赎人”，原来，她

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欧惠

泛不仅耐心解释，还亲自将老

婆婆送回家。一面铁骨铮铮，

一面硬汉柔情。在他看来，要

想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光

巡逻破案不行，必须还要做好

群众的贴心人。

提前结束病休 主动参与战疫

九江派出所巡警中队民警 黄剑辉

黄剑辉扎根基层26年，目

前主要负责巡防及九江大桥执

勤点设卡工作。

2019年，黄剑辉被确诊患

上吉林巴利综合征，因腿部无

力肌肉萎缩、行动受影响而时

常需要住院治疗。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他提前结束病休主

动参战。在九江大桥联合检疫

检查站，他常常一站就是6个

小时。本着“不漏一车、不漏一

人”的原则，他戴着防护口罩对

来往行人及车辆逐一进行引

导、核查登记、检测乘车人员体

温等，他在检查站连续坚持了

30 天，把疫情的风险挡在城

外。

自设立九江镇新冠肺炎疫

情隔离观察点以来，作为隔离

点小组负责人，黄剑辉仔细统

筹安排好每日驻点执勤安保工

作，并及时向小组成员传授防

疫及防护用具穿戴知识，累计

在5个隔离点完成近2000人次

的安保任务，实现隔离安保“零

差错”。

任劳任怨 成为单位辅警“头雁”

沙头社区民警中队辅警 崔彦锋

■陈景麟日常开展禁毒反诈宣传工作。

■宋维杰（左二）收到群众送的感谢锦旗。

■廖超培跟进落实“四标四实”工作。

■抗疫期间，廖燃认真细心开展核查工作。

■九江派出所“人民卫士”与警旗合影。

■欧惠泛（右）与读警校的儿子合影。 ■抗疫期间，黄剑辉在九江大桥防疫检查站检测过往人员体温。 ■崔彦锋驾驶警用摩托车外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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