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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是江苏省唯一的少数民族
乡，位于全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西畔，与安徽省
天长市毗邻，有9个民族。多年来，高邮市公安局菱
塘派出所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立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
本职，为党分忧，维护稳定，服务各族群众，有效地
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一致赞誉。

菱塘派出所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三等功
2次、嘉奖3次。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窗口服务示
范单位”“江苏省警营文化示范点”“全省公安机关
执法示范所队”、全省“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
点”。2019年，被公安部表彰为全国首批100家“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

独创三“调”矛盾化解法，增进“民族一家亲”
立足民族乡地域特点，结合民族民俗民情，菱

塘派出所牢记习总书记关于“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指示精神，坚持民族矛盾无
小事的思想，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紧盯“矛盾不上
交”，因情施策，固化方法，让矛盾纠纷融化在萌芽
之初。

“五老联调”，推行“圆桌会议法”。对辖区内发
生的一些“理不清、道不明”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邀请村法律顾问、村民代表、“五老”志愿者等共同
会商，充分发挥民力，有效释放警力；协会专调，推

行“老杨调解法”。该所充分利用有关社会组织，专
门建立“老杨调解室”，精准发力，重点化解少数民
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婚姻家庭、经济债务等矛盾纠
纷；联动共调，推动“3+1包干法”。该所积极争取
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大力推行“3+1包干
法”，包矛盾化解、包平安创建、包社会稳定，实行捆
绑考核，确保了无矛盾上交、无民事转刑案件、无越
级上访发生，实现了由派出所单打独斗，向联动共
调共治的转变。

2019年6月，村民徐兵（化名）用无人机在稻田
里喷洒除草剂，致使毛庆、周光（化名）二人承包种
植经营的80亩藕塘荷叶枯萎，间接导致藕产量减
产。派出所及时联系村干部、农技员、老队长、相关
农业公司负责人、有多年种植莲藕经验的群众以及
老干部、老党员，召开圆桌会议进行调解。最终，徐
兵承认错误并道歉赔偿，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现在，只要村里发生‘理不清、道不明’的事
情，都可以放在会上谈。大家围绕议事桌坐，有一
说一、有理讲理。”菱塘回族乡清真村党总支负责人
说，圆桌会议“不分上下”，不抬“扛子”，让回乡群众
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

近年来，菱塘派出所通过三“调”工作法，共化
解民事纠纷300余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构建三项“融合”警务运行模式，撑起平安一片天
菱塘回族乡地处江苏、安徽两省三市（县）交界

之处，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量大，维护社会治安的任
务十分繁重。菱塘派出所因地制宜，多元治理，努
力为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辖
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8%以上。

实行警网融合，打造平安哨工。实施基层社会
“微网格”治理，组建由村民小组长为骨干的“平安
哨工”，充分发挥“平安哨工”在情报搜集、隐患排
查、矛盾化解、服务群众方面的“前哨”作用，打通了
警网融合、为民服务、守护平安的“最后一米”；警种
融合，实施交所合一。探索派出所和交警中队融合
运行模式，实现一警多用、一警多能、联警联动、共
建共治，有效提升警务效能；警务融合，建立区域合
作。菱塘派出所与毗邻安徽天长、扬州邗江、仪征
警方，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实施情报联通、治安联
管、巡防联动、案件联办等“八联”工作制度，推进区
域打防管控一体化建设。

2021年10月中旬，该所民警发现一起销售假

化肥坑农的线索，立即开展侦查，第一时间抓获两
名犯罪嫌疑人，并查明了其先后销售劣质复合肥60
余吨的犯罪事实。2020年以来，派出所共协助侦
破部、省、市挂牌案件11起；侦破电信网络诈骗团
伙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劝阻潜在受害
人89人，拦截群众被骗资金500余万元。

搭建三大服务“平台”，保障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

菱塘素有“中国电缆之乡”之称，现有民营企业
3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5家、上市公司1家，
过亿企业14家。菱塘派出所自觉当好“店小二”，
事事干在群众前，真心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让企业安心发展。

搭建“警企党建红盟”服务平台。菱塘派出所
所主动作为，与所有非公企业党支部建立“警企党
建红盟”，签订联盟合作协议书，深化警企党建“联
学、联建、联动、联创”“警网融合”机制建设，实现党
建工作与护企营商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完善

“一窗通办”服务平台，大力实施“放管服”改革，200
多项民生事务可在当地公安1号窗口“一网通办”，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构筑“手牵手”关爱
平台，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一对一帮扶，实施全程
化跟踪，并成立“帮助解困基金会”，对特困学生、特
困家庭进行学习、生活救助。“亮尾工程”“群众身边
的流动窗口”“百米法治画廊”“校园监控系统升级
改造工程”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延伸了服务触角，拓
展了服务外延，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2021年5月，菱塘回族乡某照明有限公司与外
省一企业发生货款纠纷，导致该公司无法拿到120
万元工程款，直接影响该公司300余名工人工资的
发放。派出所民警主动介入，多方协调，最终帮助
该企业完善供货合同，挽回经济损失116万元，受
到企业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2021年，菱塘回族乡涉企案件发案率同比下
降33%，涉企矛盾化解率达100%，安全生产“零事
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菱塘派出所——创新撑起“回乡”平安蓝天

反诈宣传、疫情防控、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纠纷处理……谈及工作，社区民警尹子川似乎一下
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2021年，是尹子川从警十
年来的又一个“忙碌之年”。

作为城市管理最小的单元，社区承载着基层
治理的重要使命。“诈”不能松，“疫”不容迟，这一
年，无数像尹子川这样扎根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事
无巨细，事事上心，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工作常
态。

“越是把工作做细，我越能感觉到自己和居民
的距离更近了。”尹子川的感慨似乎也道出了无数
基层工作者的心声。

反诈宣传，一个都不能少
“投资十万变百万，动心之前先动脑”、“接到陌

生的电话和短信，千万不要相信，更不要转账，有什
么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民警”……这是高邮市公安
局蝶园派出所南海社区民警尹子川与辖区居民在
微信群里的日常交流。

为了做好社区工作，尹子川在手机微信中建立
社区网格群、平安前哨群、物业联络群、辖区业主
群、居民交流群、务工咨询群等三十多个群，分别对
应社区干部、治安积极分子、物业工作人员、户主、
业主、流动人员等。尹子川说，在群内解疑释惑、开
展反诈宣传是他每天要完成的“任务”，指尖上能办
的就及时回复，需要现场核实的就跑一趟。

“骗子的套路多，我们防骗的方法也要与时俱
进。”尹子川坚持每天推送防诈骗知识、不定时发送
受骗典型案例，越来越多的居民在民警组建的反诈
微信群避了雷、躲了坑。

尹子川负责的南海小区是一个开放的老旧小
区，有2800户家庭，8100多居民，其中老年人居
多。针对辖区情况，尹子川联合社区干部开展摆摊
宣传、入户走访等形式开展线下反电诈宣传。通过
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活动，守护社区群众
的钱袋子。

疫情防控，拉近了自己和居民的距离
当前，疫情防控成为各行各业的重点工作，对

于尹子川来说同样如此。
“疫情防控的这根弦，我们始终紧绷着。”作为

防疫的重要一环，社区民警更多承担着排查布控，
沟通协调的工作，严格的防疫管控措施拉远了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却一步步拉近着尹子川和居民的距

离。
尹子川的爱人是高邮市人民医院传染科的一

名护士，疫情以来，他妻子一直在医护一线。为了
肩负的责任，尹子川克服医护家庭困难，将小孩托
付给岳父母照顾，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从
社区外围的物理控制，到社区外来流入居民的体温
检测，以及后来的境外入境人员的五包一行动，他
都没有退缩，一直冲锋在一线。

尹子川说，社区民警的防疫工作千丝万缕，但
是主线却是唯一的——尽最大努力，满足居民的合
理需求。

2020年2月，尹子川接到消息，家住南海小区
的唐某系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人员，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需要对该户居住的单元楼进行封控。当时疫
情防控物资奇缺，尹子川作为社区民警，尹子川仅
仅佩戴一个口罩就冲锋在前。他会同社区工作人
员一一上门做通该单元其他居民的思想工作，并建
立微信服务群，随时对居民提出的生活需求给予帮
助。因唐某夫妇均为打工者，在家封控期间无生活
收入，尹子川会同相关领导积极与唐某夫妇工作单
位沟通，协调在封控期间由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费，
封控结束能够继续到单位上班，解决唐某夫妇的后
顾之忧，使唐某夫妇安心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

服务群众，让群众满意是我的最高追求
在社区“连轴转”的尹子川，从警十年来，跑遍

了辖区2800多户家庭，记满了50多本民情日记，
参与调解各类矛盾400多起，帮助200多位居民
群众解决困难。无论是邻里不和、家人患病、还是
电瓶车被盗、自来水破裂，只要群众有困难、有矛
盾、有所求，他事事上心、啥事都问、啥事都管。

用一件件“小事”服务于群众，群众也会在“大
事”上给我们充分的支持。这或许就是社区民警工
作的魅力所在。尹子川说，通过不断深入和贴近居
民，自己的工作开展得也越发顺利。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尹子川先后荣获高邮市
劳动模范、扬州市十佳社区民警、江苏省公安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优秀人民警察、江苏省李树
干式派出所民警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四
次。

尹子川说：“群众基础永远是社区工作的最大
利器，让群众满意也是我作为一名社区民警的最高
追求。”

社区民警尹子川：他与群众“零距离”

戴亮是一位80后刑侦民警。13年
的从警生涯，历练出他的琴心剑胆和侠
骨柔情，使之成为备受市民赞誉的重案
队长。先后获评高邮市“十佳最美警
察”、全市公安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并多次获个人嘉奖。2022年，戴
亮获评第七届“扬州最美警察”荣誉称
号。

身先士卒，扫黑除恶敢打必胜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作为刑

警大队重案队队长，戴亮深知，自己的职
责就是快破案，破大案，而破案的过程，
就是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
的过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工作的

“好强”：案子破就要破得漂亮，骨子里还
有一股“争先创优”的血性。近年来，戴
亮带领重案队先后破获八类案件90余
起，甄别大要案件40余起，抓获嫌疑人
100余人。他对自己的好强和对队伍的
高标准严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一个
人的“好强”变成了一支队伍的卓越。

2019年，一封举报信来到了戴亮手
中，非法放贷、开设赌场、欺行霸市，以陈
某为首的带有黑恶性质犯罪团伙，进入
了公安机关的视线。由于害怕受到打击
报复，不少受害人、证人不敢作证，案件
陷入僵局。戴亮不畏风险，迎难而上，顶
烈日、冒高温，挨家挨户向20多名受害
人、证人调查取证。凭着精湛的职业技
能、敏锐的侦查视觉和坚毅的办案品质，

经过四个多月的攻坚，他成功将这一盘
踞在高邮城区多年、社会影响恶劣的黑
恶团伙摧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他
共抓获涉黑恶犯罪嫌疑人290余名，破
获涉黑涉恶案件100余起，其中被刑事
判决200余人。

琴心剑胆，护企安商守民平安
维护好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为一方

经济发展提供安定、公正的营商环境，是
每个公安民警应尽的责任。近年来，戴
亮先后打掉多个涉企犯罪团伙，抓获嫌
疑人50余人，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500
余万元。

2020年初，戴亮接到报案，高邮某
公司一根150米左右的高压电缆被盗，

损失二十余万元。戴亮立即组织成员，
夜以继日，在寒风中勘察现场，在深夜里
数据分析，通过对卡口图片的梳理比对
和过往车辆的排查分析，终于找到案件
的突破口，锁定了嫌疑人，成功打掉一个
以金某为首的盗窃电缆团伙，破获系列
流窜盗窃电缆案件50余起。

涉企诈骗十分影响企业发展，在侦
查岗位磨练多年的戴亮，对打击涉企诈
骗格外重视。2020年初，送桥某照明有
限公司会计报案称，公司被骗85万元。
戴亮研判后确定这是一起利用QQ冒充
老板进行诈骗的案件，遂立即组织人员，
分析网格信息数据，终于锁定嫌疑人在
江西某处。他辗转江西多地，历时4个

月，最终打掉了这个利用网络诈骗的团
伙，为企业追回全部损失。

侠骨柔情，尽职履责勇毅担当
面对罪犯他并不都是怒目圆睁，铁

面无情，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三垛镇一
少女，因网恋失足，被骗离家，亲人万分
焦急，戴亮急在心里、想尽办法，“挖地三
尺”终于找到少女，送到了亲人手中。每
遇此情，他总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导失
足孩子，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多次
联系学校老师，走访家庭，跟踪服务，保
姆式关怀，终于使一个又一个孩子重返
校园、回归家园。几年来，他共帮助失足
少年30余名。

一笔笔数字，记下的不仅仅成绩与
战果，还有勇敢与担当、汗水与艰辛；一
次次荣誉，绽放的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
还有泪水与伤痛、割舍与亏欠。当他远
在千里之外云南大理办案时，孩子持续
低烧，阑尾炎发作，他心急如焚。少年时
父亲就离他而去，他知道父爱如山，而繁
重的工作任务在身，他无法顾及家中两个
幼小的孩子，在家人面前，他满怀愧疚。

从头顶上的警徽那一天起，他踏冰
卧雪破要案，舍生忘死缉凶犯，他用火热
的青春燃烧着公安事业坚定的忠诚，在
无数基层警察的星辰大海中，散发出一
束最闪亮的光。他是亮剑，铮铮铁骨刺
破最坚硬的黑暗；他是亮光，昭昭丹心擦
亮刑警最亮底色。

刑侦民警戴亮：重案先锋护民安

他，怀揣梦想、立志从警，始终以满
腔热忱投身到公安工作中去；他，忠于职
守、勇于创新，用无悔青春守护着百姓平
安。大家都说，他就是个奋勇顽强，持之
以恒、永不放弃的“战士”，他就是高邮市
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副中队长谭紫钧。

从警11年来，谭紫钧一直战斗在侦
查破案、打击犯罪第一线，相继参与侦破
了公安部、省公安厅、扬州市公安局挂牌
的一系列有社会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30
余起，抓获刑事作案成员100余人。先
后荣获扬州市公安局“争先创优达人
奖”，高邮市公安局“十佳最美警察”“十
佳青年民警”“十佳内勤能手”等荣誉称
号，多次受到个人嘉奖。

紧跟时代脉搏，以数据赋能为支撑，
创新拓展侦查破案手段，在多起新型网
络犯罪案件侦办过程中都留下了他深深
的足迹和身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侦查
破案本领。

针对当前治安形势的复杂性、打击
整治的艰巨性，谭紫钧认真分析新形势
下发案规律和特点，钻研法律法规，钻研
拓展案源，钻研办案技巧，充分利用数据
赋能信息化手段，侦破一批大案要案，有
力提高打击效果。

2020年7月，根据一网络举报化妆
品涉假线索，他主动请缨，借助技术侦
查、网络侦控、大数据碰撞，协调有关网
络运营公司，对错综复杂、相互缠绕的犯
罪产业链条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溯源
梳理，收集固定关键电子证据，最终摸清
了习某中、高某青、习某华等主要犯罪嫌
疑人整个制售假网络架构体系和窝点分
布。共查证制售假犯罪团伙人员组织构

成、运营模式、聊天记录、网上交易记录、
资金流等数据数百万条，整理卷宗30余
本。在集中收网行动中，他与战友们一
起远赴江苏苏州、广东、湖南、贵州等省
市落地追踪抓捕，捣毁生产销售、储存假
冒国际知名品牌口红、香水等窝点7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查获假冒化妆品
11万余件，涉案金额达1.42亿余元。历
时6个月，成功破获该起公安部挂牌督
办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意志坚定、奋勇顽强，持之以恒、永
不放弃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
业素养，这种执着的韧性值得我们学
习”，这是同事对谭紫钧同志一致评价。

摸排线索、调查走访、蹲点守候等是
侦查破案的必要手段和重要环节，多年
来，这些前卫性、艰苦复杂的工作，谭紫
钧一直都是抢着去做，这是人民警察的
职业精神，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必然要

求。仅这两年，他摸排涉案线索130余
条，走访群众200余人，参与伏击守候行
动40余次，为打击破案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

2021年7月中旬，有群众举报某乡
镇河道河水被污染，谭紫均率队对该区
域所有相关企业进行排查，经近十天的
走访摸排，未能排查出可疑单位和可疑
人员、车辆，后他转变工作思维，结合河
道走向、河水流向，对河上游周边企业再
次进行细致走访，最终发现某电磁材料
公司外侧下水道有一摊黑色污染物，经
取样送检，该污染物成分与污染河水的
成分相近，该公司疑点上升。随后谭紫
均带领便衣警力对该公司周边所有管
道、下水道进行24小时不间断蹲点巡
查，经连续5个昼夜的伏击守候，终于发
现有黑色污染物从该公司下水道流出，
并将4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忍受

着高温酷暑、疲劳、饥饿、煎熬的谭紫钧
及战友们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种
场景对从警10余年的谭紫钧来说已是
极为平常不过的事情。

多吃苦、多做事、多干事，只有通过
艰苦环境和一线实战的历练，才能丰富
完善自己、发展壮大自己。他是这样想
的，也是这样做的。

丹心可鉴为公仆、铁血无声铸警
魂。作为治安大队的副中队长，谭紫钧
时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民警
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民警不
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他常常带领中队
民警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形成上下齐
心，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一
直以来，谭紫钧都注重学习，有强烈的政
治敏锐感和坚定的党性修养。在学习中
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驾驭复杂
治安局势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使自
身的政治素质始终保持较高境界。

在每一个平凡忙碌的日子里，在每
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在每一个跌宕
起伏的故事里，都呈现着他高度的责任
感、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无私无畏的奉
献精神，这使得谭紫均很早成为一名优
秀的年轻民警。他常常以超强度、超负
荷的工作状态，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侦办
工作中。对此，谭紫均没有丝毫的怨
言。就像他自己经常说的：“我的职责是
侦查破案，维护一方平安，工作苦归苦，
累归累，既然选择这一行，就要履职尽
责，这才对得起身穿的这身警服”。谭紫
均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知难而上、坚
韧不拔、忠诚奉献、敢于胜利的高邮公安
精神。

治安民警谭紫钧：锐意进取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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