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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打拐系统推“
滴血寻亲”
助寻亲者就近采血录入 DNA

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与阿里巴巴
集团安全部共同开发的“团圆全民打
拐”系统 5 日宣布增加新功能：通过高
德地图精准定位功能，帮助更多没有找
到家人的孩子与父母，就近找到附近警
方 DNA 免 费 采 集 点 ， 及 时 采 血 、 将
DNA 信息录入库中， 充分发挥 DNA
技术优势帮助儿童寻找亲生父母。
专家介绍，有些失踪孩子与家长不
知道 DNA 库的存在，也没到公安机关
采集 DNA。 如失踪儿童及家长主动采

集进行 DNA 数据比对，可以更高效地
找到失踪儿童。为解决历史积案中儿童
与父母未及时采血录入 DNA 的库存
问题，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
团圆系统在 9 月 5 日阿里巴巴发起的
“
95 公益周”“心更暖” 论坛上宣布，在
地图上标注出全国范围内的 3300 多
个可收集 DNA 的采血点，没找到家人
的孩子与父母，可在高德地图搜索“寻
亲”， 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的 DNA
免费采集点， 及时采血， 及时将 DNA

信息录入库中，尽早和家人团聚。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
建锋介绍，目前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
已帮助 4700 多名被拐多年的儿童与
家人团聚。全国范围的采血点，多分布
在各地县级以上公安局。据介绍，如被
拐孩子和父母三方的信息都输入到打
拐 DNA 信息库里自动比对，比对成功
系统即会自动提示。 这方面的信息收
集，对帮助被拐孩子与父母早日团聚很
重要。“我们内部把这个新增功能叫做

往年旧账拦截人
民警劝说终放行

道路交通事故救援演练

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有关
会议和文件精神， 强化部门协作，增
强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置、 救援、疏
导、指挥应急抢险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8 月 24 日下午，宁城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联合医疗、卫生、消防等部
门组织开展了一次道路交通事故紧
急救援演练。 本次演练活动，均由交
警大队、消防大队、卫生局、县医院共
同举办。
通讯员 陶孟纲摄影报道

◇通讯员 周全飞

宁城交警为高级中学新生上交通安全课
◇通讯员 孙耀坤

本报讯 为做好新生开学期间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进一步增强
广大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8 月 30
日下午， 宁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岗勤
中队民警前往高级中学， 为新入学的
1200 多名新生上了一堂“遵守交通安
全、共建和谐校园”交通安全宣传课，也
是高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
首先， 民警向广大师生介绍了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内容以及道路与
车辆的分类、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

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手势、 常见
的违章违法行为、 安全横过道路知识
要领、骑自行车安全常识等内容。
其次，岗勤中队民警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 以本县内近期发生的交通事故
案例为素材， 剖析了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 指导学生在参与交通过程中如
何保障自身安全，如何避免意外伤害。
同时，深入宣传“文明行车，文明走路，
文明乘车”理念，倡导广大学生要提高
思想认识， 加强文明交通行为的习惯
养成，坚决抵制交通陋习，在日常生活
中养成良好的文明交通习惯。

最后，民警强调“生命至上，安全为
天；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对于安全必
须要防范在先、警惕在前，必须要警于
思，合于规、慎于行；必须要树立高度的
安全意识，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
事讲安全；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筑起思
想、行为和生命的安全长城。真正做到
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通过此次教育活动，丰富了学生的
交通安全知识，提升了他们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新生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要学法、懂法、知法、
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

宁城县公安局五化派出所

着眼身边“
小事情”深化民生
“大警务”
◇通讯员 周全飞

本报讯 宁城县公安局五化派出所
从事关群众利益的点滴小事做起，用
心做好“小事情”、解好“小难题”，全力
打造服务民生警务工程， 造福于辖区
百姓，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切实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化解“小怨小闹”，积极调处矛盾纠
纷。一是做大亲民活动。五化派出所民
警深入群众中，推行“警民恳谈”、“开门
评警”等活动，现场为群众解“小难事”、
办“小实事”10 余件，解决矛盾纠纷 10
余起，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二是做
实社区警务。组织社区民警，深入企业、

‘滴血寻亲’，升级团圆系统，是为了帮
助未及时采集血样录入 DNA 信息库
的孩子、 父母能更快更高效地找到彼
此。” 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负责人魏
鸿介绍。
据介绍，团圆系统 2016 年上线，截
至今年 9 月 1 日， 团圆系统共发布
1918 条寻人信息， 帮助全国各地家长
找回 1847 名儿童，未结案 71 件，找回
率为 96.30％，其中解救被拐卖儿童 41
名。
据新华社

社区，进一步延伸情报信息触角，及时
排查各类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
“小纠纷”，有针对性地开展纠纷化解工
作。今年以来，社区民警收集各类隐患
纠纷 5 件，并通过“警调衔接”、“村干
部调解”等形式全部化解；三是做强“大
调解”机制。派出所“上下左右”联动、运
行规范高效的大调解机制， 有效汇集
了司法所、社会团体、乡村民间组织等
综合力量， 充分发挥了综治成员单位
的职能优势， 切实形成了强大的工作
合力， 深入推进了矛盾纠纷的调处化
解，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年以
来，成功调解各类民事纠纷、邻里纠纷
6 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3 起。

管好“小忙小事”，大力实施民生警
务。 一是有事必管。辖区一住户在河北
省平泉发生车祸后己处理，但另一方因
赔偿低便让家人去闹事， 派出所接警
后，根据双方反映的问题，又通过平泉
警方了解处理情况， 最终说服当事人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二是有求必
应。民警发现一名 65 岁老人的户口与
原户口年龄不符，无法办理低保，民警
周转多个部门， 为其作出户籍证明，最
终为老人更正了户口； 三是有难必救。
民警在巡逻中， 发现倒卧一醉酒男子，
民警立即将其带回派出所， 并联系医
院进行处理，等该男子无大碍后，民警
又查找到其家人并将其送回家中。

本报讯 近日， 宁城县公安局忙
农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纪某某报警称：
在忙农镇某村村委会门前，兰某某妻
子拦截其不让离开，要求出警处理。
接到警令后，忙农派出所迅速出
警赶到某村村委会门前，经现场了解
得知，2016 年纪某某带着兰某某在
外地打工，后纪某某与兰某某因工资
问题产生纠纷。当日，纪某某到忙农
镇某村村委会附近办事，兰某某妻子
张某某发现了纪某某，便向其索要兰
某某的 500 元工资，纪某某却说工资
都已结清，随后张某某拦着纪某某不
让其驾车离开。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
况下，民警劝说张某某限制纪某某离
开是违法行为，并告知张某某就工资
问题可以到有关劳动部门解决，或者
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民警一番
劝说，张某某同意纪某某离开，至此，
一起纠纷被快速调解。

父子深夜争吵厮打
民警现场评理讲法
◇通讯员 傅百靖

本报讯 8 月 31 日晚， 大明派出
所接到辖区赵某报警称：自己被儿子
赵某某打了，要求公安机关处理。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至现场，
赵某声泪俱下的对处警民警哭诉，控
诉儿子赵某某平日对自己不够尊重，
往往因为家庭琐事怒目相向。当晚赵
某妻子外出观看二人转表演，赵某随
后将自家大门紧锁，此举引发赵某某
不满，认为赵某平日酗酒滋事，经常
与赵某某母子二人争吵，现在锁门是
存心针对母亲； 赵某称自家紧邻公
路，且院内饲养大量牲畜，为防止牲
畜丢失，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父子
二人因此引发口角争执， 后相互撕
扯，但双方均未受伤。了解情况后，民
警对双方进行劝解教育，要求赵某不
可酗酒，将更多精力放在日常生产生
活中；同时指出赵某某行为的不妥之
处，要求其反省错误。经工作，赵某父
子二人和好， 承诺各自改正自身问
题，今后和睦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