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展茅派出所民警深
入辖区海洋产品企业，开展易
制毒化学品安全检查，加强对
辖区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安
全监管，规范易制毒化学品使
用和管理，严防发生各类涉毒
违法犯罪案件。

（通讯员 刘宇翔）

易制毒化学品
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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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开放 扬旗有我

□ 通讯员 刘宇翔 尹富荣

“这是冰毒仿真样品，形似
冰，故称‘冰毒’，对人体危害极
大……”11月 24日下午，展茅街
道螺门村，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
民警和东海渔嫂禁毒员、特聘禁
毒志愿者支起摊子，向村民宣传
禁毒知识。

今年以来，区公安分局聚焦打
造“无毒普陀、平安普陀、幸福普
陀”目标，优化工作举措，通过“协
同化管控、全民化宣传、贴心化帮
扶”等举措，全面筑牢禁毒防线，实
现辖区吸毒人员“零增长”，全力维
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紧盯源头 协同化管控

“嫌疑人已回房间，可以实施
抓捕！”这是今年3月份，区禁毒大
队组织的一场跨省抓捕中的一
幕。随着抓捕命令的下达，一起通
过网络邮包贩毒的新型涉毒案件
被成功告破。

今年2月份，区禁毒大队接到
线索，有人涉嫌通过网络售卖毒
品。民警立即核查，发现举报属
实，售卖的是一种称为“AMD”、国内
俗称“聪明药”的毒品。民警随即
展开侦查，发现嫌疑人通过相关网
络平台与上家取得联系后，通过国

际快递形式，从海外直接把毒品邮
寄给买家。民警在相关部门的配
合下，顺藤摸瓜，最终成功将嫌疑
人抓获。

今年以来，区禁毒大队进一步
强化监管职能，监督寄递企业严格
落实“三项制度”，严厉打击涉邮毒
品犯罪。自年初以来，共发现打击
3起网络邮包贩毒案。

此外，区禁毒大队还联合区卫
健部门，对全区24家医疗机构开
展麻精药品检查，防止麻精药品流
失。同时加强与市场监管、文广旅
体等部门联合，常态化对娱乐场
所、宾馆、出租房等场所进行明查
暗访，切实筑牢禁毒“防火墙”。

营造氛围 全民化宣传

“敲起鼓来打起锣，不跳舞来
不唱歌，今日只把一事讲，谈禁
毒！”11月9日上午，沈家门渔港格
外热闹，一场“禁毒三句半”文艺表
演吸引众多市民围观。

这是区禁毒大队联合东海渔
嫂禁毒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禁
毒宣传表演，通过简短精炼有趣的
语言，配合丰富的肢体动作，把禁
毒知识和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宣传
效果大大提升。

“这个节目很新奇，还是第一
次见，看了之后，毒品的危害一下

子就记牢了。”在渔船上工作的尹
某观看节目后说。

为了提升禁毒宣传质效，营
造全民禁毒氛围，区禁毒大队还
发动寄递行业力量，开展“快递小
哥”流动禁毒宣传活动，利用“快
递小哥”日常骑行路线覆盖广、流
动性大等优势，在送货电动车上
安装禁毒宣传牌，让禁毒知识跟
随“快递小哥”走街串巷，送到城
区各个角落。

此外，区禁毒大队还以展茅街
道东海渔嫂禁毒示范点为阵地，结
合禁毒“六进”活动，围绕青少年、
渔船民、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重点
群体，通过日常提醒、耐心帮教，提
高群众防毒拒毒意识；联合各镇、
街道、管委会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禁种铲毒”工作，发动治安积极分
子，建立线索举报奖励机制，共同
说服教育种植者自觉铲除毒品原
植物罂粟，共同营造打击毒品犯罪
良好的社会氛围。

人文关怀 贴心化帮扶

“你们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再
碰毒品了，我也会向身边人宣传毒
品的危害。”这是曾身为“瘾君子”的
王某在禁毒民警走访时说的话。

36岁的王某在无意中通过朋
友接触到了冰毒，自此一发不可收

拾，不仅掏空了他的身体和家底，
也让他和父亲的关系日渐紧张，还
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罚。

王某一度对生活失去希望，
“破罐子破摔”。为了帮助他摆脱
毒瘾，重拾生活信心，区禁毒大队
煞费心思，安排禁毒社工，点对点
帮扶，并从中斡旋王某和父亲的关
系，还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王
某的工作问题。

今年4月，已经肄业多年的王
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要养好身
体，把日子过好，还要和禁毒社工一
起参与禁毒宣传，用我的经历警醒
他人不要走错路。”有了固定的收入
来源，规律健康的生活，王某的情绪
逐渐好了起来，身体慢慢恢复，和父
亲的关系也逐渐缓和。

“我们会同辖区派出所、镇（街
道）及东海渔嫂禁毒联盟等单位、
团队，定期开展吸毒人员‘平安关
爱’行动，利用端午、中秋等传统佳
节，走访慰问辖区吸毒人员困难家
庭；针对困难未就业人员，制定‘一
人一策’帮教制度；联合易制毒企
业、保安公司、职业培训学校，开展
针对性培训指导。”区禁毒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今年以来，区禁毒大队共组织
开展各类暖心慰问50余人次，成
功帮助10余人实现再就业。

协同化管控 全民化宣传 贴心化帮扶

普陀全面筑牢禁毒防线 □记 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近日，吴小洋被省政府评为全
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并记一等功。

“3幢 201有火情，请迅速前
往！”“收到！”7月16日，宁兴?金色
海岸小区突发火情，在该小区当保
安的安徽阜阳小伙吴小洋毫不犹
豫地冲进火场灭火。因为扑救及
时，火很快被扑灭，但吴小洋在扑
救时受了重伤，全身烧伤面积达
30%。7月23日，经公安部门确认，
吴小洋的救火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行为。

吴小洋是居民的守护者，也是我
区“警保联盟”打造的优秀典型。自
“警保联盟”创建以来，全区公安机关
和保安员队伍协同作战，建立健全联
勤联防联巡工作机制。由公安机关
全面搭建“辖区保安—派出所—指挥
中心”三级互通联动平台，加强对辖
区警情、案情的分析研判；合理划分
巡区，最大限度指导保安力量分布到

重点单位、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
点部位，切实增强巡控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牢牢掌控社会治安局
势。由保安队员充分发挥“靠近第一
现场”优势，积极协助民警开展巡逻
防控、警情先期处置、矛盾纠纷调解、
基础要素采集等工作，不断扩大参与
辖区治安防范工作范围。

据统计，今年以来，区公安分局
共整合辖区2400余名保安专业力
量，为保安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6
条，组织开展相关培训3场120人
次。“‘警保联盟’信息链通工作机制
已见成效，实现辖区警情、案情信息
第一时间送达到民警手中，对有效
避免事态恶化、降低辖区警情量起
到积极作用。”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下一步，警保双方将继续通过
强化培训、细化任务，科学布局、奖
惩结合、机制牵引等措施，不断丰富
深化“警保联盟”模式，打造县域社
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

“警保联盟”构建基层治理新模式

□通讯员 郑吉

“注意看镜头。”“轻轻移动手
柄，调整拍摄角度，选择自己的最
佳 状 态 。”“ 好 ，按 下 红 色 按
钮。”……这是发生在展茅派出所
办证窗口的一幕。窗口工作人员
沈苏君正指导着前来办理居民身
份证的群众使用“满意拍”设备拍
摄身份证照片。

沈苏君是展茅派出所辅警，今
年50岁的她，已经在“三尺窗口”
默默耕耘了28年。

多年来，她始终坚守岗位，不
断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以热心和
专业赢得群众的认可。

一个选择，多年坚守

沈苏君还记得自己刚从事户
籍业务工作时的场景。那是1994
年，当时的她不过22周岁，与内勤
民警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负责居
民户口簿等办证业务。平时说不
上忙，但也不空闲，总体来说还是
很满意的。

但不久之后，沈苏君打了

退堂鼓。
户籍岗位看起来轻松，但干起

来并不容易。她还记得，有次一名
群众因为不符合规定，办理业务未
成，就对她无礼责骂。“当时就觉得
特别委屈，自己又没有做错，完全
按照规定在办事，也向他解释过，
但对方就是不依不饶。”类似事情
经历过一两次后，沈苏君受不了
了，决定辞职，另谋出路。

就在她提出辞职时，所领导的
一番话让她犹豫起来：“老百姓是
老百姓，咱们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
务，他们偶尔有几句牢骚抱怨，没
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现在所里也需
要你，你走了，这个岗位就要出现
空缺，一下子也找不到人来替代
你。”

回家后，所领导的话一直在她
脑海中回荡。出于对工作的责任
心，加上平时和同事们相处得都很
好，她发现自己下不了辞职的决
心。

在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沈苏君退掉了已经租好的店
铺，决定留下来。

这一留，就是28年。“这么多
年下来，心也大了，再想想也没什
么委屈不委屈的，只要是真心为老
百姓在服务，他们一般都能理解，
偶尔碰上几个不讲理的，也就一笑
而过了。”沈苏君道。

业务学习，永不止步

办证窗口逐渐扩大、办证事项
不断增加、办证从现场实地向网络
云端扩展的过程，也是沈苏君不停
学习的过程。

1997年开始，由乡镇部门保管
的户籍档案向公安部门移交。当
时展茅辖区有2.6万多户人口，其
中有1万余户人口的户籍档案需
要整理成规范的“一户一档”。当
时窗口只有沈苏君一名工作人员，
她虚心学习、悉心整理，不分日夜
加班加点，用2个多月时间最终完
成了所有户籍档案的分户归档。

2000年以后，展茅各村开始设
门牌号，原先档案上的“组号”全部
要改成“门牌号”。沈苏君又开始
学习全新的概念，一个人着手一一
落实上万册档案的更新。

2005年左右，二代居民身份证
开始推行，她又从零开始学习拍摄
彩色证件照，学习操作使用二代证
常口系统，凭着一己之力，将所有
纸质档案输入电脑。

2017年开始，全省开展“最多
跑一次”改革，系列云端办证软件
开发使用。展茅派出所办证窗口
又率先引进驻所“车驾管”窗口，各
种系统对彼时已经不年轻的沈苏
君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
是，她从来没有以年纪大为由来逃
避学习，而是花大量时间来熟悉这
些系统和吃透系统操作与户籍制
度的关系，毅然挑起办证窗口大
梁，成为其他岗员的榜样。

通过不断努力，在办证服务方
面，沈苏君成了单位线上线下都精
通的“活宝典”。

服务群众，真心实意

“谢谢你们，还特意帮我把居
住证送过来，为你们点赞！”这是前
段时间发生在展茅街道螺门村的

一幕。拿着沈苏君和窗口民警送
上门的居住证，来自河南的胡某感
谢道。

近年来，展茅经济发展迅速，
吸引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前来工作
生活。为方便他们办理居住证等
业务，展茅派出所办证窗口成立
“巾帼文明巡回服务岗”，并积极争
创省级“巾帼文明岗”，沈苏君就是
其中一员。因部分外来务工人员
平时工作较忙，每隔一段时间，沈
苏君和同事就会开展一次送证上
门活动。

“用我们的百倍努力，换取群
众的十分满意”，沈苏君一直牢牢
记着并践行着这句话，真心实意服
务群众。

“你们真好，早些年给我办身
份证的，那个小姑娘就很热情很和
气。今天来办证，你还送我回家。”
这是几天前沈苏君在送一位89岁
老大爷回家时收到的感慨话。

这位89岁的老人是展茅茅洋
新村人，当天，他来查询年龄档案，
恰好沈苏君接待了他。查询中，沈
苏君得知老人独自一人从茅洋步
行来到派出所，担心老人安全，在
帮老人办理完业务，和值班民警汇
报后，自己开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回去路上，老人感动不已，回想起
了自己多年前办身份证时的经历，
不禁夸赞。

其实，多年前为老人办理身份
证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沈苏君。“老
伯，你看看我像不像那个小姑娘？”
老人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沈苏君，
“好！好！好！”老人激动地连连说
好。

沈苏君 三尺窗口绽芳华

□通讯员 朱顺舟

本想以旧换新，没想最后给自
己换来了拘留。日前，在六横某船
厂工作的男子张某，采取以旧换新
的方式，盗窃他人自行车，换来5日
行政拘留。

“我停放在停车位上的一辆新
自行车被人调换了。”案发当天，六
横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
赶往现场。经过查看监控，民警很
快锁定嫌疑人张某，并将其抓获。

据张某交代，当天中午，他下班
骑车回家时，发现车位上停着一辆

比较新的自行车，且和自己的款式
一样。于是，张某突发奇想，想用自
己的旧自行车换那辆新自行车。

虽然新自行车用钢丝锁锁着，但
那锁竟和自己自行车的锁一样，于
是，张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用自己
的钥匙去开锁，没想还真打开了，赶
紧骑上新自行车逃回宿舍。

第二天，张某在车间里把偷来
的自行车喷上绿漆，以为啥事都没
有的他继续上班，没想到民警找上
了门。

目前，张某因盗窃违法行为，被
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自作聪明“以旧换新”没想换来5日行拘

□ 记 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做小偷小
摸贪便宜的事情了。”近日，谢某因
一时贪念，盗窃他人财物，被公安机
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

案发当日下午，谢某吃完饭溜
达回住处，路过沈家门一家服装
店时，想着去买件衣服。进店后，
她发现店中无人，便独自试起了

衣服。来回试了几件，店主依旧
没有回来，便偷偷地将自己看中
的一件价值 100多元的打底衫藏
进衣服口袋带回了家。本以为事
情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派出所
民警找上了门。

民警提醒，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切不可心存侥幸做违法之事。广
大商户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营业
期间非必要不走动，以免给不法分
子留下可趁之机。

盗窃百元衣服 处以3日行拘

□ 记 者 刘珈伶
通讯员 刘宇翔

近日，市民戎先生向东港派出
所报警，称自己放在电动自行车上
的安全头盔被人偷了。

经调查，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
王某，并将其抓捕归案。原来案发
当天，王某骑电动自行车经过东港
某路口，发现交警正在检查安全头
盔佩戴情况，未戴安全头盔的王某
便绕路躲开。当他绕到东港某商城
附近时，看到有一排电动自行车停

在车棚里，且每辆电动自行车都放
有安全头盔。为了逃避交警处罚，
王某顺手从一辆电动自行车上“拿”
了一顶安全头盔，戴上后迅速离
开。而这顶安全头盔，王某仅佩戴
了一次，便放在了家中。

目前，王某因盗窃违法行为，被公
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日。民警
提醒，为了生命安全，骑电动自行车出
行时一定要记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停车时，不要把头盔、充电器等小物件
随便放在车柄上，最好锁在后备箱里，
防止被贪小便宜之人打歪主意。

为躲处罚偷头盔 一男子被行拘3日

□通讯员 刘宇翔

日前，区公安分局海防缉私大

队民警深入辖区船厂，开展反走私
和安全宣传，进一步筑牢海上防走
私安全防线。

防走私宣传进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