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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转入新阶段以来，全市公安机
关充分发挥“四个铁一般”精神，不惜劲，使全力，
齐动员，出实招，持续狠抓严防人员聚集工作，全
面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2月12日以来，该
局累计办理聚集类案件 320起，行政处罚人员
1400余人、教育训诫2900余人，收缴封存麻将机
2.1万余台，麻将、牌九和纸牌4.9万余副，全市聚
集类警情持续下降，累计下降66%。

织牢基层防控巡查网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迅速开

展防聚集专项行动，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动员、
第一时间部署，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专班、定
方案。市局党委班子成员分片包保到县分局、
各县分局领导包保到基层派出所，全面实行分
片包保到一线，明确 4 大类 15 种人员聚集类
型，压实管理责任，极大激发基层工作活力。
其间，市公安局主要领导 5次暗访督导了派出
所、社区、行政村等40多个易聚集场所；局领导
分片分区全覆盖督导巡查了9个县、分局，发现
问题就地解决，纵深推进了防聚集工作的深入
开展。

上下一条心，强化一盘棋。市公安局还派
出局直各单位“一把手”任组长的9个督导组驻
点各县、分局，跟进督导到一线，实行捆绑作
业、责任共担，发挥“工作、指导、调研”三大作
用，其中赴含山、和县、博望督导组长驻当地，
有力推进专项工作落实落地。工作中，该局实
施督导组与县分局捆绑联动机制，通过采取警
情研判会商、进行明察暗访、实行精准督导、定
期“回头看”等工作方法，切实把防聚集督导工
作做细做实做到位。同时对赌博防聚集工作
采取了“推送、响应、处理、反馈”工作法，明确
了分工、压实了责任、督促了回访。

基层社区、村落是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的一
环。为切实提升基层战斗力，马鞍山市公安局
抽调机关 4批次、100多名警力下沉一线，深入
基层所队、共建社区。其中，市局 58名突击队

队员与和县公安局44名机关人员编组，下沉到
郑蒲港新区、历阳镇、乌江镇、西埠镇、功桥镇
等重点乡镇，与派出所捆绑作业，联合镇村力
量，合力开展禁赌防聚集工作。

织牢聚集管控实战网
靶向明确，才能有的放矢。马鞍山市公安局

精准施策，突出重点，把防聚集专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努力建强防聚集管控实战化网络。

坚持下好“启用无人机高空巡逻防聚集精
准棋”、打好“主动仗”。全面清查居民小区、商
场酒店、农贸市场、休闲娱乐等人员易聚集重
点场所，成立警情研判专班，对不托底地点增
加检查频率，共检查重点场所1656处，劝阻、驱
散扎堆聊天、晒太阳等聚集行为98起。

紧盯疫情防控整体形势变化，公安机关及
时调整工作思路，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建立
警企联防机制，把被动防转化为主动做，积极
对当地中小型、密集型企业进行对口联系、分
类指导、精准管控、压实责任，全力规范、服务、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面对企业复工导致人员
聚集风险增大的情况，该局抓住“上下班、就
餐、员工休息”三个时间段，深入企业开展检
查，全面准确掌握企业复工情况，督促通过增
加外卖窗口、错时就餐等办法减少人员聚集。
目前，已累计通报、整改问题21个。

针对全市疫情最严重的和县地区，该局从
人员、装备、防护上全面加强重点区域疫情防
控工作，特别是防聚集工作。成立 3个党员突
击队跨江驰援和县郑蒲港和历阳镇，增派80名
特巡警进行定点结对支援，出动 2个无人机小
组、配备 10部对讲机对清佛村实行跟进保障，
开展徒步巡逻，有效防止村民聚集、外出串户
导致疫情蔓延。

针对疫情好转后，少数地区赌博类聚集活
动有所抬头的问题，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进一
步强化了打击赌博专项行动，其中，和县县局
在行动中收缴封存麻将机 2万余台，麻将、牌
九、纸牌 5万余副，训诫人员 456人，为禁赌工
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公安机关充分结
合当地风俗人情做到情法结合，实施情法并重机
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冷硬粗暴，
做到具体警情由公安机关先期处置，制作送达协
同共治提示函，交由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后续处
理。针对劝阻红白喜事类聚集行为，在对防聚集
疫情不会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坚决避免和人民群
众形成对立面。妥善处置红白喜事类聚集行为十
余起，得到了群众理解和支持。

织牢立体教育宣传网
“警车巡起来、警灯亮起来、喇叭响起来”，

公安机关采取“车巡+步巡”方式，每日 7时至
21时在主次干道和社区周边开展防聚集巡逻
宣传。社区保安员利用电瓶车喊话器开展流
动巡逻宣传；社区民警和社区网格员结合流动
人口排查工作，对超市、农贸市场、小区重点部
位，每天进行上门宣传。

除了流动宣传，该局还运用“广播+电子
屏”，全面加强防聚集定点宣传，不断延伸宣传
触角。在社区村部、城乡接合部、运动场所、休
闲健身广场等醒目位置张贴 8000余份防聚集
通告，发挥警示作用。在全市张贴依法严厉打
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十二个一律”通告1

万余份，划定雷区红线。利用商场、工厂、事业
单位的电子屏，滚动播放防聚集政策规定，提
升群众的知晓率。

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马鞍山市公
安局充分发挥智慧警务支撑作用，利用无人机
团队，全天候高空喊话提示，出动无人机红外
探测城乡接合部夜间聚集人员并开展喊话劝
离，有效减少了防疫宣传死角。

打好疫情防控宣传战，需要线下线上同频共
振。为加强防聚集新闻宣传，该市公安机关积极
打造“新媒体+传统媒体”宣传矩阵，广泛利用新
媒体平台，宣传人员聚集危害，发动群众举报违
规聚集行为，通报曝光典型案事例。目前已建立
各类社区共建群124个，推送宣传提示78条、短
视频21部，接受并核查举报线索62条，曝光违规
聚集活动24起。全市公安机关政务新媒体累计
发布1000余篇，阅读量600万余次，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国警察网等发表文章320余篇，凝聚了
疫情宣传的强大正能量。其中仅博望分局打击
聚众赌博抖音短视频，网上点击量就达270万余
次，点赞3.6万人。

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必须依靠合力才
能制胜。面对严峻形势，该局不断完善协同共
治机制，主动向市县区政府借力发力，对防聚
集工作采取联合作战，联动施为，实行了“通
知+通告”的防聚集措施，建立联防联控综合执
法队，整治沿街商铺、占道经营情况。收集梳
理防聚集工作15种人员聚集的相关情形，以政
府的名义下发《严防人员聚集的工作提示》，有
效压实相关部门责任，截至目前县分局共向相
关部门送达协同共治提示函27份。

下一步，全市公安机关将继续按照“两手
抓、两手硬”要求，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和维
护稳定工作，不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以不获
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奋战到底，为全面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创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全市公安机关防聚集工作措施实、效果好

严密织牢“三张网”，助力打赢抗疫攻坚战

自疫情发生以来，和县县局针对人员居家
极易聚集赌博的实际情况，转变思路，推出四
项举措，全力推动禁赌防聚集工作扎实开展。

以“实”字定基调。迅速贯彻落实县疫控
办下发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集中封存麻将
机、麻将、牌九、纸牌等器具的通知》要求，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收缴封存麻将机、麻将等器具专
项行动。由镇驻村干部、村包片干部、派出所
管点民警三方共同协作，对可能用于赌博的麻
将机等器具一律收缴并统一进行封存，对无法
搬运的一律拆除主要零部件并就地封存。

以“打”字正风气。成立12个禁赌专业队，
建立专班进行实体化运作，联合市局增援的40

名党员抗疫突击队，分组入驻全县各重点乡镇
开展集中清查工作，全天候开展不间断巡查，
对近亲属打牌娱乐的，训诫当事人不得聚集；
对“串门赌博”、聚集赌博的，一经发现，一律

“不过夜”进行查处。
以“治”字防回潮。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功

效，由各乡镇根据行政村人数分级制定巡查方
案，其中 5000人以上、3000至 5000人、3000人
以下分别派出8个、6个、4个巡逻组，联合派出
所集中开展禁赌防聚集巡查工作，特别针对全
县 26例确诊患者住家地点和所在自然村及周
边村庄，加大可能聚集时段的巡查频次，最大
限度形成震慑。同时针对赌博、聚集违法行为
作出处罚的人员，对其中自愿参加防聚集巡
查、防疫卡点执勤且表现良好的，在自由裁量
权范围内予以从轻处罚，真正诠释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

以“宣”字造氛围。加印“一通告一通知”

宣传单3000份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张贴，全力营
造浓厚宣传氛围。同时组建“红马甲”队伍，对
发现有聚集、娱乐的人员，一律送到各镇村指
定地点集中学习。先后有115人经过学习后主
动穿着“禁赌红马甲”进本村及周边开展防聚
集宣传和巡逻等工作，“现身说法”教育警示其
他村民不聚集、不赌博、不外出。

为帮助复工企业把好安全关，有效预
防和控制企业复工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保障复工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当涂
县局通过“三强化”全力做好复工企业防聚
集工作。

强化宣传引领。组织警力以进企
业、进产线、进员工食宿区的“三进”方
式，深入复工企业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市局“十二个一律”通告和当涂县
公安局严防人员聚集通告，讲明法律政
策，宣讲疫情形势，督促复工企业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防复工企业
发生员工聚众赌博、聚集娱乐、集体会
餐等聚集行为。强化人员筛查。各派
出所对企业复工人员逐一进行排查，查
轨迹、查户籍、查湖北旅居史、查重点疫

区活动史，对复工人员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通过人员分批、分时复工上岗，
阻断了人群聚集引发的病毒传播风
险。目前，已摸排复工企业 38 家，登记
员工信息 1514人，其中流动人口 166人；
备用 10个宾馆，供无条件提供单人隔离
房间的企业使用。强化安全防护。指导
督促复工企业实行封闭化管理，严格落
实复工人员和外来人员、车辆进入厂区
时的实名登记、体温测量和消毒等工
作。督促复工企业做好公共区域定期消
毒，为复工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和装
备，在生产流水线和食宿区域实行错时
上下班和分时就餐、餐食打包，严禁企业
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任何形式的聚餐
活动，严防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

市局驻博望督导组组长王利民
深入企业检查疫情防控、复工情况

启用无人机高空巡逻防聚集

和县县局四项举措全力推动禁赌防聚集工作
当涂县局“三强化”做好企业复工复产防聚集工作

楚江分局民警深入马钢设备检修公司
摸排外来务工人员情况

特警支队军民路警务站民警和马鞍山义警队
在辖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巡逻

花山分局民警在人群易聚集地点
开展防聚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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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二月廿七

2020年 20· 月3 月月

2020 庚子年的农历正

月初一起，我们不断目送江

苏援湖北医疗队出发，那一

张张美丽的面孔，印在湿润

的眼里、印在滚烫的心底。

50 多天后，西征的英雄

儿女终于陆续回家。

凛冬过去，熙春已至。

我 们 守 在 路 口 ，你 们 黎 明

归来。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曾

经说：世界的本质是，即便身

陷重重打击与痛苦之中，美

好的意愿与高贵的抵抗也很

少会削弱半分。

这是一场人民的战役。

我们将自己最精英的“白衣

战士”送去前线，我们在后方

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每一个人都是战士，在

不同的阵地，守土有责，心向

同一处光明。

愿 文 字 帮 助 我 们“记

得”，这段战役时光带来的启

示将与我们的生命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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