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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护航发展

砥砺奋进谱华章
安
公
惠山
今年以来，惠山公安聚焦全面实施“六六战略”，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四场硬仗”，铆
足干劲、稳扎稳打，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一体推进，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利剑出鞘
智慧作战全链打击
部督“杀猪盘”电诈案件

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保障发展大局
惠山公安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首要位置，成立全天候运转的两级 12 个
数据核查专班，守牢无锡北等 4 个入锡通
道，高速通道口部署应用实时预警系统，研
发推广防疫专线
“云坐席”
模式，
精准开展疫
情防控数据核查、人员查控等工作。
惠山公安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严管
严控社会治安，组织开展打击整治黄赌“清

风”
行动，
常态组织开展
“周周查、月月清”
专
项行动，
精准清缴乱点，
不断净化辖区治安环
境。年内刑事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 5.7%，
全
区黄、
赌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7.1%、
86.3%。
值得一提的是，
惠山公安以新一代雪亮
技防工程为载体，
以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
为支撑，大力推动智慧技防的理念革新、技
术铸新、手段更新、机制创新，超额完成 535

个智能感知设备建设任务、90 个智慧公交站
台、19 个高级版技防小区和 10 个智慧技防
示范单元等智慧技防建设，健全工作机制，
赋能警务实战，
通过各类大数据应用系统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00 余人、
破案 400 余起。
惠山公安还着眼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
主动担当、跨前一步，
成立分局护商利企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经济发展十六项措施》，全力以赴护航全
区经济发展。
此外，
惠山公安深推群租房
“控增去存”
行动，成立区群租房安全管理专委会，累计
削减群租房 1632 家；牵头开展全区“三合
一、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
公安安全监管领域较大以上事故继续保
持
“零发生”
。

聚焦改革强警，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
惠山公安牢固确立强基固本导向，聚力
深化基层警务改革，推动资源向基层一线汇
聚、主业向防控实战聚焦、问题在社区网格
解决，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在城市巡处一体化改革方面，年内新增
一个警务工作站、一个公安检查站，持续织
密 全 区 街 面 防 控 体 系 ，可 防 性 案 件 下 降
19.1%，现有警务工作站警情自处率保持在
98% 以 上 ，对 应 辖 区 派 出 所 减 负 率 达
92.3%，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40 余人，救

助群众 1.4 万余人次。
在大数据指挥服务体系改革方面，建成
分局、主要警种、基层所站、
“平安前哨”
工作
站、单警终端上下贯通、一体联动的情指体
系，形成全过程、全时空指挥处置闭环；
强化
警情数据质量监管，优化民意访评工作机
制，稳步推进“平安前哨”综合
指挥室建设。
在侦查办案体系改
革方面，建成投用分局新

一代“智慧侦查中心”，对电诈等新型涉网
犯罪开展全链打击，今年以来全区电诈案
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74.3%；建强反诈、传统
侵财等专业打击队，涉毒类案件查处成效
全市领先，完善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督导
机制。
在派出所工作改革方面，推动 258 名流
动人口协管员转任专职网格员，建成长乐
苑、林陆巷等示范版“平安前哨”工作站 22
家、基础版工作站 82 家，派出所“一室 N 队”

勤务模式有序运转、探索优化，全面发动推
进二维码门牌安装工作。
在交通管理属地化改革方面，
细化量化
所、站、队源头管理职责，
会同交警部门优化
整改 11 条区级挂牌隐患道路和 158 处交通
设施，
对全区普通货运企业、重点车辆、驾驶
人开展滚动检查和上门宣教，
不断夯实交通
管理基层基础。年内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2.9 万余起，开展“七进宣传”360 余
次。

聚焦育警铸魂，持续锻造过硬警队
今年以来，惠山公安坚持政治建警、从
严治警，
高点起步、高标推进，
为队伍建设夯
实根本保障。组织开展全区公安队伍教育
整顿，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顽瘴痼疾有
效整治、重点案件坚决查处；制定出台落实
党建责任等文件 20 个，开展专题培训提升
政工干部履职能力；推进“‘党建+全民反
诈’无锡职教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深化提
升”
项目，
“开展青春守护行动促进警校党建
融合”项目被评为全省公安基层党建“最佳
创新项目”
。
惠山公安坚持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同
步，
实现全警平时考核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加
强辅警队伍建设和轮训工作，常态开展实战

业务培训，
完成钱桥派出所
“示范训练角”
建
设，
举办
“微课堂”
30余次；
组织开展警体运动
会，
进一步增强全警团队意识、
拼搏精神和警
体技能。今年以来，
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有 13
个集体、
72人次荣获市级以上表彰奖励。
新征程扬帆起航，新使命重任在肩 。
2022 年，惠山公安将坚决扛起维护安全稳
定、护航经济发展的光荣使命，围绕防控体
系、警务机制、实战能力
“三个现代化”
，
以全
力打赢高质量发展“四场硬仗”收官仗的阶
段性成果和标志性引领来科学谋划新一年
工作，冲锋全区公安工作走在全市前列目
标，知责于心、担责于身，为打造“强富美高
新惠山”
贡献公安力量。

警校联盟精准发力共建无诈校园
9 校联动，
警校联手；
5 万师生线上线下
次，
职教园电诈发案率同比去年下降 55%。
同步参与；115 万观众直播间互动……12
惠山公安还联合联通公司定制“反诈
月 1 日在惠山区举行的这场“反诈锡引力” 公益广告”，通过微信朋友圈在职教园区
活动，
让无锡职教园 9 所院校 5 万名师生受
重点投放。截至目前，已完成“刷单诈骗”
益匪浅。活动中，惠山公安与职教园院校 “杀猪盘诈骗”
“网恋交友诈骗”等 150 万人
共同揭开
“联盟牌”
，
标志着 9 所职教院校正
次的反诈公益广告推广。深入推广反诈
式加入“惠山区反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
APP，校园内全覆盖张贴反诈宣传海报，每
联盟扩增至辖区高职院校师生队伍，不断
周开展反诈主题班会，真正做到“大水漫
深入推进
“全民反诈”
工作。
灌”
和
“精准滴灌”
的协同宣传。
今年以来，惠山公安持续深化党建与
利用“开学第一课”
“ 少年警校”等活
平安校园建设的品牌打造，
推进
“
‘党建+全
动形式，惠山公安针对学生群体量身定制
民反诈’无锡职教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深
基础版反诈知识课堂，让中小学生群体形
化提升”项目，完成机关党支部与 9 所院校
成防诈识骗意识，并逐步推广至辖区各中
1 对 1 挂钩的全民反诈工作联席机制，在全
小学，传递给各学生家庭，做到“宣传一个
区公安组建 20 余人的专职反诈宣讲团，全
人、影响一家人”。今年以来，惠山公安深
力做好校园师生群体的反诈宣传工作。今
入辖区学校开展主题宣传 640 余次，发放
年已在职教园区开展大型反诈宣讲 30 余
各类宣传资料 32 万余份。

今年下半年，
惠山公安成功侦破一起
部督
“杀猪盘”
电诈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余名，涉案金额超 400 万元，关联全国
受害人员 1000 余名。今年 6 月，惠山公
安根据线索发现网上有人大肆宣传投资
理财项目，骗取被害人转账汇款进行“投
资”，随后投资网站出现无法登录等系统
故障，
“投资专家”
也就此销声匿迹。
惠山公安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发现该
团伙作案目标以中老年群体为主，
通过许
诺高返利，
诱惑骗取大量资金。该团伙反
侦查意识强，涉案赃款转移速度快、层级
多，
涉案银行账户使用周期短、数量大，
为
案件破案带来很大难度。
为此，惠山公安紧盯资金流向，迅速
抽丝剥茧，
逐步摸清了诈骗团伙的组织架
构、活动轨迹和生活规律，并在全国范围
内串并相关案件百余起。经过一段时间
调查，
惠山警方决定立即开展统一抓捕行
动，
在全国多地抓获仇某等主要犯罪嫌疑
人，当场查获用于作案的笔记本电脑、手
机、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为确保除恶务
尽、全链破网，
惠山警方持续深挖，
梳理出
多个相关犯罪链团伙，
实现该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的全链条打击。

摧毁特大赌博犯罪团伙
涉案金额高达 3000 余万元
今年 10 月下旬，惠山公安在市公安
局治安部门的支持下，主动出击、深挖扩
线，
成功摧毁一个开设流动赌场的犯罪团
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6 人，涉案金额
3000 余万元。为此，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向无锡公安发来贺电。
今年 8 月中旬，惠山公安根据线索，
发现在惠山区和常州市交界处山林田野
部位有一个以“二八杠”的形式开设的流
动地下赌场。经侦查，
该犯罪团伙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反侦查意识强，
以山林田野
为掩护，长期游离在惠山区洛社、阳山和
常州市等地交界处流窜作案，
抓捕难度较
大。办案民警通过连日深入调查，
基本摸
清了该团伙的人员构成、嫌疑车辆和赌场
地点等。
10 月 21 日，警方集结上百名警力，
成立多个抓捕小组对该团伙成员实施抓
捕，先后在惠山洛社、阳山等地抓获以黄
某明为首的 26 名赌博犯罪团伙成员。经
审查，今年 7 月以来，黄某明等人在惠山
洛社、阳山和常州等地以
“二八杠”
的形式
流动开设赌场，从中非法获利 100 余万
元。目前，26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
法处理。

全面斩断假冒名牌
“供、产、销”违法犯罪链

探索
“数据＋”
模式打造智慧引擎
惠山公安坚持向“数据”要“战斗
力”
，
积极探索数据应用，
逐步释放技防
红利，努力做实、做强、做精数据战队，
构建“数据+”支撑体系，为推动惠山公
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力智慧引擎。
“我们构建两级联动融合数据战
队，有力服务支撑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建立全警融合作战模式，建全多警
种合成作战一体化工作机制。”惠山公
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下半年，
“智慧侦查中心”建成以来，战队成绩
斐然，已破获刑事案件 129 起，抓获嫌
疑人 67 人，
捣毁涉案窝点 11 个。
前不久，惠山前洲地区一店铺失
窃价值 1 万余元财物。办案民警在数
据战队实战支撑下，依托公安大数据
平台应用，深度研判案件特征，优化侦

查路径，开展循线追踪，案发后 6 小时
便将涉案的 5 名嫌疑人悉数抓获，赃物
一并追回。
案件的成功破获得益于惠山公安
以“平安前哨”工作站建设为契机，将
基层社区网格与数据战队形成良好协
作，积极提升综合实战能力水平，形成
实战处置一体化运作机制。同时，科
学整合“雪亮工程”，深化视频监控联
网建设应用，夯实智慧感知平台应用，
不断优化实战效率。
此外，惠山公安主动构建城市“立
体防控”新体系，通过运用物联网感知
等新技术，全力实现多维感知、全息汇
聚、立体防控。今年以来，全区违法犯
罪警情、刑事发案数较前三年均数同
比取得较大幅度下降。

今年 3 月，惠山公安深挖线索、主动
出击，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
案，
捣毁一个全链条制售假冒品牌服装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涉案金额
达百万元。
本案中，
警方发现辖区某服装加工厂
生产假冒耐克、阿迪达斯等注册商标的品
牌服装，所生产品牌服装系假冒商品，且
销量巨大。惠山公安抽调警力成立专案
组，
多警种联动合作，
多手段上溯源头、下
查动向，由点到面深度分析研判，为全链
条精准打击夯实基础。经先期摸排，
专案
组立即开展抓捕行动，
当场抓获嫌疑人杨
某某、胡某某，并在工厂仓库内查获品牌
服装成品、半成品 5800 余件，伪造注册商
标 1 万余个。
与此同时，
专案组向上打击了供应生
产布料、商标等辅料的原材料团伙，向下
查处了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的销售网
络，累计查获假冒品牌商标布料 50 余卷、
名牌服装 6200 余件及大量发货销售清
单、记账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