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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创建全国市(州)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州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州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在疫情防控一线“逆行”，在大街小巷执行任务，在车水马龙疏导交通，赴千里之外缉拿罪犯，
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
人民警察的身影无处不在。
他们在打击犯罪、维护正义的危急时刻奋勇向前、舍生忘死；在走街串户、定分止争的日常工

警察
情结

作中兢兢业业……他们用辛劳的汗水甚至宝贵的生命，守护着人民的幸福安宁。他们的使命无上
光荣，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

甘孜中院

提升司法警察形象

◎刘鸿
1 月 10 号 是 个 原 本 再 普
通不过的日子，在今年变得不
再 普 通 。国 家 规 定 从 2021 年
起，1 月 10 日为“中国人民警
察节”。今年 1 月 10 日就是第
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是共
和国公安史上辉煌的第一次，
对每个曾经有过从警经历的
人和在职民警来说无疑也是
第一次。从此，1 月 10 日便是
一个值得记住和庆祝的日子。
从警 40 年，有了属于自己
的节日，满满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说真的，
一直没想过这辈子
要当警察。很小的的时候，
悄悄
看过《马蹄表》、
《秘密图纸》、
《羊城暗哨》等几本小册子，被
书中侦查员的睿智、
勇敢、
潇洒
所折服，
佩服得不得了，
这也是
对警察最早的认识。年幼的我
除了仰慕、
敬佩书中侦查员，
压
根就没有敢想过长大后会变成
他们中的一员。
40 年前，在填报中专志愿
时，面对屈指可数的可报的学
校，反复权衡后，唯一填报警
校。有幸被录取，成为警校第
一 批 刑 侦 专 业 学 员 ，穿 上 警
服，懵懂走上从警路，一晃 40
年了。毕业前的实习，在师傅
的带领下，侦破了从警路上的
第 一 起 盗 窃 案 ，满 满 的 成 就
感，也第一次对侦查破案有了
真切的认识，对侦查员的艰辛
和快乐有了初步体验，也有了
当一名好侦查员的冲动。分配
到现在的单位，职业生涯中，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事刑侦
工 作 ，于 是 有 很 深 的 刑 警 情
结。时常也会回忆从前的事，
刑警的经历总是难以忘怀，憧
憬过、累过、苦过、喜悦过、自
豪过、也迷茫过……还好，都
咬牙挺过来了。警察生涯中，
经历过枪战，目睹战友中弹负
伤倒地，算是经历过生死，也
就不太看重得失。有过改行的
机会，没舍离去，警校老师教
导最多的是当年罗瑞卿部长
的话：
“ 进了公安门，埋进公安
坟”，影响太深，换现在的话就
是“不变初心”。40 年，从懵懂
年少到年近花甲，穿上警服我
觉得自己成长了，也成熟了。
回望走过的路，仍然对老
一辈公安人那种发自内心对
党忠诚，一心为民，忠于事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敬佩不已。立
志看齐，不懈追求，却始终自
愧不如。40 年，斗转星移，时代
飞速发展，祖国日益强大，老
百姓倍感幸福。公安正规化、
现 代 化 、信 息 化 建 设 突 飞 猛
进，能力空前提升，服务意识
不断增强，治安管理、侦查破
案，已不可同日而语。
“想当初”，不再硬气，英
雄出少年，当看今朝。40 年，从
上白下蓝、橄榄色到警察蓝，
72（78）式警服到 99 式，警服颜
色款式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
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 正 ，纪 律 严 明 ” 的 公 安 本
色。40 年，有了属于自己的节
日——
“中国人民警察节”，心
有了归属，人更加自豪，前行
的脚步更加豪迈。40 年，成长
的路上感恩有警服的陪伴和
警 醒 ，前 行 的 路 有 些 坎 坷 曲
折，却未曾失去方向。无悔从
警的选择，因为我的青春有穿
警服的样子。

启布（左三）和同事走访当事人。

甘孜日报讯 为加强对习
近平重要训词精神的学习领
悟，培塑司法警察形象，提振队
伍精神，铭记初心使命，锤炼硬
核担当，通过仪式增强司法警
察职业尊荣感，为甘孜法院司
法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坚强司法
警务保障。日前，甘孜中院举行
授警旗暨向警旗宣誓仪式。
仪式上，
全州优秀司法警察
代表作发言。
该院负责人在讲话
中要求，
要把对党绝对忠诚贯穿
队伍建设始终。
要坚定自觉地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
建引领，
永葆忠诚、
纯洁、
可靠的
政治本色，听从党的命令、服从
党的指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将忠诚注入血脉、融进灵
魂。
要把立警为民贯穿队伍建设
始终。
要真正做到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坚定贯彻
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做到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
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诉讼环境，

为人民群众实现合法审执诉求
提供有力警务保障，要把法警
支队、法警大队创建为人民法
院服务人民群众的最佳窗口部
门，真正实现人民警察为人民。
要把提升履职能力贯穿队伍建
设始终。全州法院司法警察不
仅承担着执庭、执行等法定职
责，还作为全州反分维稳的一
支重要力量，参与处突及巡逻
防控工作。不仅要大幅提升执
庭等能力，还要加强维稳处突
等方面的训练，以正确的法治
理念、过硬的警务能力，做社会
稳定和公平正义的捍卫者。要
把从严治警、从优待警贯穿队
伍建设始终。要坚持严管与厚
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
落实从严管党治警要求，严明
警纪、纯洁队伍。要加强装备保
障及从优待警政策落实，着力
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理想信念、
铁一般责任担当、铁一般过硬
本领、铁一般纪律作风的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队伍。
院政治部 文/图

使命在肩
甘孜最美警察故事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周燕 文/图

雅拉雪山下的马背英雄
洛绒降泽，身高 1 米 91 的康巴汉
子，新晋网红打卡点的网红局长，盗牛
盗马贼的克星。他十一年如一日地带着
他的战友们策马扬鞭，行走草原，将忠
诚深深镌刻在这神驹眷顾、燕子留恋的
八美草原。如今，他挎枪骑马巡山的霸
气短视频在抖音上百万人围观、6 万人
点赞，央视、四川法治报等主流媒体专
程采访，俨然成为了当下康巴高原的网
红局长。
2017 年 10 月 1 日凌晨，八美镇少

乌村发生一起影响恶劣的命案，死者为
70 岁高龄的妇女，独自在路边经营着
一家小卖部。案发后，面对第一现场被
严重破坏、案发周围无人等不利因素，
洛绒降泽带队经过 24 个日日夜夜的抽
丝剥茧，案件得以告破，4 名嫌犯全部
落网，
用行动告慰了老人的在天之灵。
2020 年 9 月 21 日，八美镇村民公
某家中一头黄公牛被盗，洛绒降泽率队
开展案侦措施。一系列案侦举措后，锁
定道孚籍男子泽某、普某和康定籍男子

达某三人具有作案嫌疑。当晚 23 时许，
洛绒降泽同民警在八美镇泰宁街将三
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办案民警在成功追
回被盗黄公牛，并抓获收购贼牛的犯罪
嫌疑人吴某。
近年来，洛绒降泽带队先后破获了
十多起“偷牛盗马”案件，陆续追回被盗
牛马 300 多头，让违法犯罪分子谈之色
变闻风丧胆，他成为了草原上远近闻名
的马背上的英雄。

海拔最高警务站的坚守
“2009 年毕业后，我在康定市公安
局参加工作，完成了我成为一名警察的
梦想。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不敢说为人
民服务，但是要尽到自己作为警察的职
责，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在新都桥
交警中队，在这里工作 8 年，2017 年底
调到折多山警务站工作至今。”康定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折多山警务站副站长
包永鹏告诉记者。
折多山垭口海拔约 4300 米，是经
川藏线进藏第一个需要翻越的高山垭
口，有“康巴第一关”之称。折多山上，一
年里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雪，
“5 月
飞雪是常事，4 月下雪结冰不算稀奇。”
包永鹏说，让自己记忆犹新的是 2018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的那场暴雪。
雪越下越大，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
快要盖住轿车引擎盖了，折多山车流拥
堵达 10 余公里。包永鹏和战友们闻雪
而动，抗冰保畅，坚守岗位，守护着这条
生命线。他们经常双膝跪在冰冷的雪地
上帮助过往司机挂防滑链，搀扶有高原
反应的游客，为堵车的驾驶员送上热
水、方便面，免费为游客提供各类高原
应急药品。过往司乘人员和网友纷纷点
赞：
“ 敬礼折多山的交警”
“ 风雪中的暖
男”
“人民的守护神”
。

炉霍县法院

温暖司法惠民生
甘孜日报讯 为巩固决胜
“执行难”
成果，
加快兑现胜诉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申请执行
人过上一个温暖舒心的春节，
近
期炉霍县法院执行局开展了以
“暖冬行动，
温暖司法”
为主题的
“司法大拜年”
执行行动。
此次行动该院执行局派出
四名执行干警奔赴雅安、成都、
遂宁、射洪等地，集中对拖欠民
工工资、劳动报酬纠纷、买卖合
同纠纷等涉案被执行人进行财
产查控，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
务，并对逃避执行的当事人进
行布控。
通过执行干警的不懈努
力，成功查询并扣划被执行人
唐某某保险金一万余元，查封
赵某某江淮牌轿车一辆。其中，
刘某某与王某某合同纠纷一

案，被执行人王某某为了拖延
履行其到期债务，一直逃避执
行干警的调查取证。经执行干
警调查，发现王某某在成都武
侯区后，成功将其控制。经调查
核实，被执行人王某某在炉霍
县扶贫移民局有未结工程款，
随即强制传唤其回到炉霍，协
助执行局办理工程款结算等相
关事项。最终成功将王某某未
结工程款 10 万余元结算兑付
给申请执行人。
此次“司法大拜年”执行行
动，执行干警通过集中找人、扣
押、限制、曝光、兑付等措施，依
法全力维护涉民生申请人权
益，让申请人感受到司法的温
情，进一步巩固“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成果。
院办

九龙县人社局

交警包永鹏在折多山执勤。
“虽然手机没有信号，打不通 110，
但还是有警察在这里，没得问题。”听到
被困山上的游客说的这些话，包永鹏说
他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当警察的理由。
正是在这场抗击冰雪天气的战斗
中，包永鹏在折多山带队排堵，由于路
面太滑，7 个小时的排堵过程中，他先后
摔倒十余次，手脚不同程度扭伤，雪水

浸入鞋内，
但他仍坚持维护道路畅通。
“下雪天，道路险象环生，很多驾驶
员特别是外地驾驶员谈折多山色变。”
包永鹏说，这时，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
站就是过往人员最温暖的驿站。
看着游客们兴高采烈地来、心满意
足地离开，与同事在风口吃着盒饭的包
永鹏心里美滋滋的。

格萨尔故里的传奇政委
“凡是德格人，都会有一个英雄梦。
我受警察父亲和儿时玩伴的影响，从小
就有一个英雄梦。”德格县公安局政委
启布说道。
1996 年，启布从部队退役回到故
乡警队。2008 年，到阿须乡任职。阿须
乡平均海拔 4000 米，距县城 206 公里，
当时不通电，不通自来水，不通柏油路。
他一呆就是 8 年，把“雪域卫士”的起点
钉在了阿须草原。
2018 年 5 月 21 日，浪多乡发生了

图为警旗交接仪式。

一起持枪杀人案。
“ 黑恶不除，我心怎
担任政委以后，他也是个办公室留
安。”嫉恶如仇的启布主动请战，和战友
不住的人，脚上总有泥土的芬芳，
“外
们一道风雨兼程两个多月在追捕路上。 勤”政委的名号越传越响。他言传身教
7 月 12 日深夜，成功抓获两名嫌疑人。 地带出 30 多名优秀的干警，如今当所
接着，他又带队抓获了称霸一方的浪多
领导的就有 10 余人。
乡家族恶势力团伙，一举破获刑事案件
像这样的警察故事在甘孜大地还
4 起、抓获家族成员 7 名、
“保护伞”1 名， 有很多，他们用坚守传递人间的温暖，
成功打响了全县
“扫黑除恶”第一枪。
用真情诠释警察的大爱。他们谱写出一
三年以来，他先后争归了 31 名嫌
个个动人的“最美警察故事”，他们让
疑人主动投案自首，创造了德格警队乃 “人民公安为人民”成为我们身边的最
至甘孜警队争归工作的新高度。
温暖的述说。

根治欠薪行动实
甘孜日报讯 日前，九龙县
放过、欠款未到位的不放过。
人社局组织相关人员在县域范
严格目标考核不放松。严
围内强力推进根治欠薪冬季攻
格落实根治欠薪目标管理工
坚行动，严厉打击欠薪行为，确
作，完善考核考评机制，针对根
保社会和谐稳定，构筑“体面劳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重视不够、
动梦”
。
行动迟缓、敷衍塞责的予以通
落实主体责任不放松。按
报扣分，情节严重的约谈直至
照“属地管理”原则，主动承担
问责。
政府项目清欠和重大案件处理
自冬季攻坚行动开展以
的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责
来，
主动监察用人单位 50 余家，
任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 严格规范 25 个新建在建项目
确保春节前农民工工资足额发 （已竣工 13 个）在保证金缴纳、
放，防止因履职不力导致越级
劳动合同签订、实名制管理、工
上访和矛盾上交。要按照“谁主
资支付专户设立、工资总包直
管、谁负责”原则，切实履行监
发、施工过程结算、按月足额发
管责任，强化部门分工协作，规
放工资等方面具体行为，下发
范工程建设市场秩序，从源头
责令整改决定书 21 份，通过系
上遏制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列措施确保 2020 年发生的政
强化督促检查不放松。按
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
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坚持定期
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
督查制度，层层传导压力，把根
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在 2020
治工作纳入重点工作范围进行
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
督办落实，做到清欠问题未查
件在 2021 年春节前动态清零。
实的不放过、问题未处理的不
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