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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来自成都公安的10位民警作为公安功臣模范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10位人民警察，在不同的公安工作岗位上奋斗：有冲在最危险的前线，与犯罪分子搏斗的特警；有强忍失去亲人的

悲痛，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反恐支队协理员；有牵头发起创立全国首家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的交警；有战斗在基层
一线派出所，调解各类治安纠纷数百件的民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9年李建华进入成都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一大队，成为一名特警。10年
来，他履职尽责，勇于奉献，累计执行各
类抓捕任务220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
人460余人，成功解救人质13人。在包括
3.21快餐店劫持案、7.30持枪拒捕案、
6.20劫持人质案等恶性暴力案件处置过
程中表现优异。同时，积极参加抗震救
灾、泥石流救援、外地驻训执勤等“急难
险重”任务。

作为一名特警，在处置各类重大刑
事、暴力案件中，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面对
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李建华总是带队

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安特警
的神圣使命，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
益，彰显着新时代人民公安的公仆本色。
【所获表彰】

2019年6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成都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黑豹”突击
队）大队长李建华同志被授予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是成都市
唯一一位受到表彰的个人。

2017年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我
心中的警察英雄”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二
等功2次、三等功4次、嘉奖15次。

李建华：男，32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累计执行抓捕任务220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60余人

2008 年，在 5.12 汶川特大地震中，
正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蒋敏得知母
亲和年仅 2 岁的女儿等 10 位亲人遇难
的消息，她强忍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
毅然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并多次昏
倒在抢险救援现场。承受着亲人离去、
家园丧失的巨大悲痛，蒋敏以惊人的毅
力和无私的大爱全身心投入抢险救援
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在危难
之际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谱写了中

华民族在灾难面前自强坚韧的不屈性
格。其事迹感动了全中国。
【所获表彰】

2008年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
雄模范”、“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
“抗震救灾优秀纪检干部”、“抗震救灾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12年5月当选
党的十八大代表；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1次、嘉奖7次。

蒋敏：女，39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反恐支队协理员

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
坚守抗震救灾第一线

田立多年扎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一
线，以标准规范的交警手势被人民群众
赞誉为“蓉城活雕塑”。多年来，他探索钻
研创新，牵头发起创立全国首家交通众
治公益联盟平台“蓉e行”，发动和引导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科学治堵和交通治理；
创新提出路口“直行待行区”的交通组织
模式，有效提高交通高峰期通行效率，缓
解高峰期路口车辆排行长度和通行压
力；推动共享单车源头治理，参与制定

《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意见

（试行）》；全力参与成都交警重案侦查大
队组建，创新交通事故深度调查追责工
作机制，形成了“向源头推进、向行业管
理推进、向监管责任推进”的交通安全综
合治理“成都经验”，受到公安部交管局
充分肯定并大力推广。
【所获表彰】

2003年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称号；2005年荣获国务院“全国先进
工作者”；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三
等功3次、嘉奖3次。

田立：男，46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牵头发起创立“蓉e行”
创新提出路口“直行待行区”

10大成都公安功臣模范
他们到底优秀在哪里？

来龙泉驿赛区
看各国“神枪手”大比武

8月8日~18日，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以下简称“世警会”）将在成都
举行，这也是世警会首次落户亚洲城
市。10天时间里，来自全世界的警察和
消防员们将展开56个项目的角逐。这些
比赛项目，将在成都9大赛区的32个场

馆/场地举行。
此前我们盘点了天府新区赛区的

比赛项目及比赛场馆，今天我们将带你
走进龙泉驿赛区。龙泉驿区的成都“战
训合一”警察训练基地，将承担3项警察
射击项目比赛，包括警察手枪实用射
击、警察手枪战斗射击、警察两项。届
时，将有6名来自成都特警黑豹突击队
的队员参加。

【龙泉驿赛区三项赛事】

■警察手枪实用射击
场馆/场地：成都“战训合一”警察

训练基地（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洪十路
附近）

比赛时间：8月10日~8月12日
项目介绍：枪械与弹药都由主办方

提供。主要目标是测试个人的射击技术
及能力，射击比赛欲采用射击科目的一
个场景，科目可能因比赛的不同而有差

异。个人比赛中将有5～6种射击科目。
例如场景之一：挑战者下车以车门作为
掩护，采取跪式，朝 3 个靶开 2 枪。然后
挑战者走向指定路障，采取跪式，朝右
手边的2个靶开3枪。最后，挑战者走向
路障的左边，采取跪式，朝左手边的2个
靶开3枪。

■警察手枪战斗射击
场馆/场地：同上
比赛时间：8月13日~8月15日
项目介绍：枪械与弹药都由主办方

提供。采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分级规则
和分数。在比赛中，要求挑战者在固定
时间内完成站立射击、跪射、坐射等。

■警察两项
场馆/场地：同上
比赛时间：8月16日~8月17日
项目介绍：枪械与弹药都由主办方

提供。挑战者全程需要完成3英里跑步
和24发射击，两者间断进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龚永洪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以
来，自觉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
旨，在公安基层一线的平凡岗位上，把
群众当亲人，把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当
己任，帮助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少年，积
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得到了辖区群众
的肯定和认可。担任社区民警期间，龚
永洪累计采集影像图片2600余张，撰写
工作笔记36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社区信息数据库”，为社区警务工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以他名字命名的“龚永
洪社区工作法”在成都公安系统推广。
【所获表彰】

2007年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2009年荣获“全
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2010年荣获“全国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嘉奖6次。

龚永洪：男，50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圣灯寺派出所所长

采集图片2600余张 撰写工作笔记36本
形成“社区信息数据库”

创新严打非法集资犯罪工作机制
侦办多起非法集资案

林正良：男，49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机动警务支队支队长

林正良在经侦战线工作20余年，
先后带队侦破“0901”特大假币案件、
四川省特大假外币案等多起重大经济
犯罪案件，受到公安部及省市领导的
充分肯定。他创新严打非法集资犯罪
工作机制，提出建立“重大案件集中调
度、三级体制明确分工”的经侦警务运
行模式，依法侦办了多起非法集资案，

督促涉案公司主动清退千余名群众
1.47亿元投资款，有效遏制了本市非
法集资蔓延的势头，被群众亲切地称
为“尖刀队长”。
【所获表彰】

2017年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
警察”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
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嘉奖5次。

挡获各类犯罪嫌疑人600余名
挽回经济损失达1500余万

徐飞：男，36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浆洗街派出所教导员

徐飞担任武侯区公安分局巡警
（防暴）大队便衣中队中队长期间，带
领民警打硬仗，成功挡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600余名，刑事拘留500余人，追
回被盗抢机动车 130 余台，为人民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达1500余万元。他担
任武侯区公安分局簇桥派出所副所长
后，又带领刑警中队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有力维护了辖区治安秩序。

结合刑侦工作经验，他还撰写了
《现阶段街面“两抢”案件的特点与打
击对策》《浅析我市便衣侦查工作模
式》等公安调研文章 20 余篇，分别被
省市级刊物刊用。
【所获表彰】

2017 年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
三等功4次、嘉奖3次。

坚持“调小纠纷，促大和谐”
调解各类纠纷800余起

李柚池：女，37岁，中共党员
现为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通济桥派出所民警

李柚池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服务
群众，积极探索将社区警务融入基层社
区治理的新路子，面对辖区流动人口
多、治安形势复杂的实际，大力开展基
层社区治理和公安基础工作。坚持“调
小纠纷，促大和谐”的工作理念，调解各
类纠纷800余起。同时，她扎实开展“一

标三实”信息采集、警校共育、普法宣传
等工作，得到了辖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和
信任，成为群众的“知心民警”。
【所获表彰】

2018年荣获“四川省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
次、嘉奖1次。

打造全省首支群防群治专职巡防队伍
建立全省首支群防群治志愿服务队

李鹏飞：男，42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柳城派出所所长

李鹏飞自担任温江区公安分局柳
城派出所所长以来，立足辖区实际，运
用人防、物防、技防等多种手段，大力
推进“一所一品”警务战略，群众安全
感、满意率明显提升。

开展“平安小区”共创共治共建工
作，打造了全省首支群防群治专职巡防
队伍，建立了全省首支注册备案的群防
群治志愿服务队，全面推行以社区民
警、网格员、红袖套为主的“警网红”队

伍建设，形成了多层级、全覆盖的群防
群治组织；推动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积
极运用人像识别、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等技术，有效解决“信息采集、案件
防控、人员管控”三难问题，实现对居
民小区的精细管理和精准防控。
【所获表彰】

2018年荣获“四川省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1
次、嘉奖4次。

参与各类现场勘查2800余次
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700余人

朱豫兵：男，41岁，中共党员
现任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汪家拐派出所所长

2006年从军队转业到公安系统，朱
豫兵一直战斗在基层一线派出所，积极
化解基层各类矛盾风险，调解各类治安
纠纷数百件，调解成功率达到100%。凭
借丰富的纠纷调解实践经验，编制《民间
纠纷与治安纠纷的调解》教学课程，并在
全省各级公安民警“战训合一”集中训练
中授课；担任青羊区公安分局汪家拐派

出所所长后，他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带
领全所民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辖
区内单位和群众的充分肯定。
【所获表彰】

2018年荣获“四川省政法系统先
进个人”称号、全省公安机关成绩突出
军队转业干部；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7次、嘉奖8次。

叶振飞：男，38岁，中共党员
现为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署技术大队民警

叶振飞2005年参加工作，作为刑
侦骨干，敢于拼搏，敢于亮剑。先后参
与各类现场勘查2800余次，通过指纹
及DNA比对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700
余人，出具痕迹和影像类鉴定报告230
余份，为多起重特大案件侦破提供了

扎实缜密的刑事技术和证据支撑。
【所获表彰】

2017年荣获中央文明委“中国好
人榜·敬业奉献类好人”；2018年荣获

“四川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称号；先
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

调解各类治安纠纷数百件
调解成功率达100%

李建华 蒋敏

田立 龚永洪

林正良 徐飞

李柚池 李鹏飞

朱豫兵 叶振飞

紧接01版 范锐平指出，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要树立正确法治
理念，从人民群众最怨的“执法
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抓
起。要彰显公平正义，坚持一个

“严”字，以执法之严立善法之
威、扬公序良俗、优营商环境。要
以守法依规为前提，着力完善执
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
约体系，杜绝随意执法和任性执
法。严格执法既要有雷霆万钧之
势，也要有和风细雨之策，多采
取柔性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努
力做有温度的执法者。各级党委
和公安机关要维护执法权威、保
障法律实施，坚决维护民警执法
权益和执法尊严。

范锐平指出，人民公安来自
人民、依靠人民，更要服务人民。
要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深入
推进公安服务改革，构建公安一
体化市民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
更加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
精准的公共服务，标本兼治解决
好交通拥堵等市民最闹心、最烦
心的事。

范锐平强调，今年是国际化
营商环境建设年，公安机关要主

动担当、创新作为，做好安商惠
商护商工作，服务保障建设一流
国际化营商环境。要依法全面平
等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坚决防
范和纠正选择性执法，坚持包容
审慎监管和文明高效执法相结
合，划好红线、预警线、告知线

“三条线”，努力在每一起执法行
为中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公平和
正义、在每一项政务服务中让企
业家体会到重视和尊重，使每一
位对成都犹豫徘徊的投资者吃
下定心丸、扎根谋发展。

范锐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公
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
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
警、从优待警，着力锻造一支党
和人民满意的过硬公安铁军。要
把政治建警摆在首要位置，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决彻底肃清周
永康李春城流毒影响，决不允许
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坚持
改革创新，加快建设符合新时代
要求、体现实战化特点、适应超
大城市的现代警务体系，提升警
务工作数字化战斗力和智能化
管控力，提升公安民警对科技信
息化手段运用能力。要强化管党

治警责任，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
设，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始终在纪律作风建设上坚
持更高标准、落实更严要求。要
全面落实从优待警措施，让广大
公安民警感受到职业更受尊敬、
事业更有奔头、生活更有保障。

会前，范锐平会见了全市公
安系统功模代表。范锐平说，面
对生与死、苦与乐、情与法的考
验，你们选择了冲锋在前、无私
奉献和公平正义，用实际行动为
警徽添光增彩，不负“人民卫士”
的光荣称号。希望你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满怀热情、终身奋
斗，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更
加优异的成绩。

与会同志进行了分组讨论，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仁松对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具体部署。

市领导胡元坤、谢瑞武、苟
正礼、王忠林、巫敏、王平江、郝
康理、韩轶，市检察院检察长吕
瑶，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刘任远，成都警备区
政委李力生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