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初疫情期间，位于蔡甸区知音湖畔的火
神山医院，一时间成为焦点。

短短10天内，一片不毛之地上耸立建成一座大
型医院。2020年1月23日晚，接到上级成立火神山
警务室，护航工地建设的指令后，蔡甸区公安分局火
速动员，已休假同志纷纷退掉车票，逆行回汉请战。

上万名建设者，成千台套机械设备，一时齐聚
火神山。“90 后”社区民警燕占飞主动请缨，和刑
侦民警杨小峰、交通民警黄迪等 16 名民警、辅警，
整夜坚守在工地和马路上，承担起治安巡逻和服
务病患的重责。第一批病人入院时，还有工人在
做工程收尾，为防止有人感染，这支悄然签下生死
状的突击队，距离救护车 5 米，硬是用人墙围出一
个通道。86 个日夜，火神山医院警务室安全守护

数千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确保了医院及周边安
全。

冲锋在前，无畏逆行。蔡甸区公安分局千余名
民警、辅警，发扬“疫情在前，汉警当先”的优良作
风。2020年1月31日，分局成立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进驻协和江北医院发热门诊部，7名警察站到最
前线，参与发热人员登记和秩序维护。让市民刘女
士永生难忘的是，她当时高烧不退昏倒在门口，民警
黄帆第一时间冲过去，背着她跑向急诊室。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参与社区（村组）“四类人
员”排查和转运，积极参与民生保供，社区民警积极
协助转运人员。“爸爸，我好想你啊！妹妹都会走路
了，快点回来陪我玩……”战疫期间，一个多月未归
家，民警祝见隔着铁网，吃着妻子精心准备的饭菜，

和儿子聊天这暖心一幕，刷屏感动了全网。
“这里没有山，但有山一样的人们！”2020 年 11

月 9日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央视播出，民警燕占飞面对着观众，讲出这样一句
发自肺腑的话。

正是有一个个无私忘我、山一样的民警、辅警，
才有这支敢打敢拼像山一样的队伍。

在 2021 年 1 月 10 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
之际，“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面对警旗，蔡甸区公安分局全体民警重温入警誓
词，分局上下将立足公安基层工作实际，全心全意
做实为民服务，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脚踏实地奋力书写蔡甸公安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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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湖畔昂首吹响“集结号”
火神山下俯身甘为“孺子牛”
——蔡甸公安用勇毅担当书写人民至上新篇章

2020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公

安局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全力以赴战疫情、战

汛情，立足公安本业促发展，确保了全区社会治安大

局持续平安稳定。

这一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蔡甸全体民警、

辅警发扬“疫情在前、汉警当先”的优良作风，坚决贯彻

上级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执行社区封

控，坚持24小时服务，为精准防疫提供了坚强支撑。

这一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在公安主业上再创佳

绩。确保“四案”保持全破，无一起抢夺案发生。通过

“以打促安”，全区刑事有效警情连续8年持续下降，

日均仅2.6起，继续保持全市最低；违法犯罪警情同比

下降8.9%，让老百姓持续感受到安全感、幸福感。

这一年，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蔡甸区公安分

局围绕“两降两升”目标，开展“云剑2020”和“治两卡、

端窝点”专项行动，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47起，通过

主动出击，积极追赃挽损，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持

续高压打击下，电信诈骗刑事有效警情同比下降，多

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这一年，结合“平安荆楚行动”“夏季治安整治集

中行动”等行动，蔡甸区公安分局开展“千警大清查”，

狠抓长江大保护，以百姓安居乐业和满意度为工作目

标，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夯实了

平安蔡甸的基石。

这一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坚持“政治建警”，筑牢

忠诚警魂，通过深入“全面从严治警和学训词、正风

纪”活动，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向社会

展示了良好队伍形象，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

其中，全年有11个集体、134人立功受奖，民警燕占飞

被评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分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突击队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

这一年，蔡甸区公安分局用忠诚、勇毅、担当，践

行“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在火神山

下、知音湖畔，书写人民至上新篇章。
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2020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全力打击预防电诈犯罪。
2020年10月20日晚，汉蔡高速收费站出口，民

警在一辆黑色小车内，查获大量银行卡、电话卡、U
盾和密码器，车上一女两男落网。次日，民警乘胜
追击，顺线将另外三人抓获。随后，通过一个多月
的细查深挖，民警奔赴枣阳，将团伙剩余5人抓捕归
案。至此，蔡甸区公安分局共刑拘11名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嫌疑人，收缴130多张银行卡、60

多部手机、17个U盾、两台电脑等作案工具。
深挖上下游犯罪，斩断电诈链条，这是按照市

局部署要求，该局开展“治两卡、端窝点”专项行动
的一个缩影。蔡甸区公安分局破要案、盯重点，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判，全力提高线索成案率。10月
23日，分局逐步深挖，分赴浙江和湖南，捣毁5人电
诈团伙。专项行动以来，该局共破获电信诈骗 47
起，刑拘68人，分别同比上升27%和134.5%，有力打

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案不发生、钱不转走。”为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蔡甸区公安分局5次召集联席会议，组织辖区银行、
运营商一起想对策，推出开卡客户告知和可疑开卡
行为报告举措；同时深入企业园区、学校开展防诈
宣传。12 月 13 日，新农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被骗
1.3万元，民警迅速出警，得知被骗钱款刚被划走不
久，立即联系涉卡银行，将钱及时冻结并返还。

打造平安稳定发展环境
铲除社会毒瘤，保障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蔡甸植被茂盛，风景秀美。大大小小的木材厂

星罗棋布，成为当地部分百姓的生活支柱。2008年
起，刘学庆等人在蔡甸区消泗乡某村经营木材厂，通
过暴力手段排除竞争，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以刘
学庆为首，谭某、刘某为骨干，何某、姚某、李某等人
为成员的9人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团伙通过赠送干股、贿买等方式腐蚀、拉拢多
名乡、村干部。通过恐吓、打砸、砍杀等暴力手段，欺
压乡邻，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生活，以所谓“谈
判”“协商”等方式强揽村级工程项目，独霸木材市

场。慑于该团伙淫威，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
蔡甸区公安分局介入后，调动精兵强将，日夜攻

坚，查实该团伙涉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
26 起。2020 年 11 月 20 日，蔡甸区人民法院依法一
审宣判，首犯刘学庆获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消息传来，当地群众无不
拍手称快。据悉，这是继2019年打击以钟运虎黑社
会性质组织团伙后，蔡甸区公安分局啃下的又一个
扫黑除恶硬骨头。

蔡甸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群众举报的涉黑恶线
索，推进线索清仓，现有案件按期清结。此外，蔡甸
区公安分局强化司法衔接，提升审判效率。严格落

实全程回溯、“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工作要求，与
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建立强化共享交流平台，实现
侦、诉、审、执有效衔接，确保案件审理质效。

除恶务尽，蔡甸区公安分局严格按照两高两部
有关要求，全链条核查涉案财产流转轨迹，确保显性

“浮财”、隐性“暗财”一网打尽。
2020 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决战扫黑除恶，“六

清”行动取得新进展。专项斗争以来，该局共打掉黑
社会性质犯罪组织3个、犯罪集团4个，破案99起，
查扣涉案资产1.57亿元，查处“保护伞”9人。

去年 5月，因为扫黑除恶工作成绩在全市排名
靠前，“蔡甸经验”在全市公安工作会上交流推介。

将精准扶贫做到实处
“以前走这条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坎坷

不平，现在修成了沥青路，走路清爽，乡亲们串门再
也不用穿雨鞋了……”今年1月2日，谈起村里的变
化，蔡甸区侏儒街五公村副书记王秀荣感慨万千。

王秀荣的脚下，是村里一条 2.1 公里的主干
道。2017 年，蔡甸区公安分局和该村结成帮扶对
子，得知村民出行严重不便后，分局党委出面协调
区交通局，先后拨款 68万元，将水泥路翻新成结实
的沥青路，还顺便改造了该村穿越国道的一处涵

洞，彻底终结了一遇雨天积水，村民出行受阻的顽
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提升村民收入，分
局还主动联系公司，为部分农户引进了“稻田养
虾”项目，并协助相关部门建设完成了两座抗旱
排积站，使得该村 1000 多亩稻田得到了有效灌
溉。

现在的蔡甸奓山街金牛村，一到晚上，10 多盏
LED 路灯熠熠生辉，村里一段年久失修的水泥路，

坑洼也被填平。在驻村民警的动员下，村民们共同
修建了 210 米和 180 米的两条水渠，还在村里铺设
了450米的碎石路。

3 年来，蔡甸区公安分局成立了 4 个扶贫工作
专班，59 名党员民警深入结对帮扶户，实行驻村包
保、定向帮扶。2020 年，该局累计为 4 个对口贫困
村争取帮扶资金 16.7 万元，发放慰问金 7 万元，协
调解决基础建设项目 2 个 80 余万元。改善了村级
办公环境，送去空调、复印机等办公用品。

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
首创路长制，整治交通违法，让乡村交通更安全。
2020年1月3日，蔡甸318国道和104省道的永

安交会路口，附近村民李先生骑电动车过马路，中途
停留在新修的安全岛上，看着从身边飞驰而过的大
货车，他一脸轻松，心里再也不慌张了。改造前，这
里5个路口、4个来向的车辆在此交会，一度交通混
乱，频繁发生交通事故。

蔡甸区面积 1100 平方公里。近些年伴随着经
济发展，与车辆保有量大幅增加形成对比的是，交通
亡人事故多年来持续下降。

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持续推进生命防护
工程建设，全区拟定的14处危险路段通过完善交通
设施，全部提档升级、改造到位，为压降事故创造了
前提条件。318国道蔡甸境内东起沌口东方风高架，
西至仙桃，横贯蔡甸消泗、奓山、永安和侏儒 4个街

镇共38公里，沿途32个村庄，因为历史欠账原因，很
多路口没有红绿灯，缺少交通设施。加上很多群众
交通意识淡薄，亡人事故时有发生。

通过裁弯取直、扩宽道路，如今，改造后的 318
国道，面貌焕然一新：2车道变成4车道，中间增设了
交通隔离栅栏，在永安、侏儒等 20多处集镇路口安
装了红绿灯和电子摄像头。

蔡甸区交通大队围绕“压事故，保安全”，结合农
村特点，在全市率先推行“路长制”，招聘的 18名农
村路长，全部充实到农村执勤中队，已建成2个农村
安全管理站和7个劝导站。

巡线串点，实行包干责任制，深入田间地头清查
报废车辆，上门做交通普法宣传。自当上路长后，
318国道侏儒山街合丰村路段“路长”郑俊杰每遇恶
劣天气，就习惯驾车在国道和乡村道路上巡查一

番。2020年6月28日凌晨，武汉突降暴雨，一块大型
广告牌被风刮倒，横在道路中间。郑俊杰和同事顶
风冒雨，现场设置交通警示锥，引导车辆通过，通知
路政部门到场快速清理，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

全面推行“警保联动”工作机制，交通事故快速
处理工作率和水平逐步提升。2020年8月27日，全
市新城区交通管理暨警保联动推进会在蔡甸区召
开，全市交管战线和人保部门现场观摩学习蔡甸区

“两站两员一长”及警保联动工作经验。2020年11
月24日，全省交通路长管理系统培训会在蔡甸区召
开，蔡甸区“路长”工作机制获高度评价。

蔡甸交警通过强力推进“大三车”、摩托车、电动
车违法查处以及停车秩序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酒
驾、毒驾查缉行动，全区亡人交通事故在连续7年下
降的基础上下降42%。

用担当践行“汉警精神”

“断卡行动”中，蔡甸警方又破大案，民警正在清点“两卡”。

防汛期间，民警星夜转移受困渔民，背着孩子跋涉
至安置点。

蔡甸街头，交警陈宇引导过往人车安全有序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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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期间，火神山医院警务室民警护航火神山医院平稳运行8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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