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严打侵害弱势群体合法
权益犯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公安部刑侦局统筹推进当前正在
开展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打击性侵犯罪、 打击养老诈骗犯
罪等专项行动， 全国刑侦部门共
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124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21 名， 找回失
踪被拐妇女儿童 153 名； 侦破性
侵案件 248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532 名；侦破养老诈骗案件 594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008 名，打
掉犯罪团伙 800个， 追赃挽损 48
亿元，有力维护了妇女、儿童、老
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

二是严打涉黑涉恶犯罪。 组
织深入开展黑恶犯罪线索“回头
看”，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
摸排梳理， 坚决铲除欺压百姓、
横行乡里、 欺行霸市的黑恶势
力，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进
一步向纵深发展。“百日行动”开
展以来，全国刑侦部门共打掉涉
黑组织 14 个、 恶势力集团 176
个、恶势力团伙 159 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3723 名， 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 2439 起， 集中抓获涉黑
涉恶目标逃犯 34 名。

三是严打严重暴力犯罪。严
厉打击恶性犯罪，对现发命案迅

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继续保持
现行命案全破，同时常态化开展
命案积案攻坚，共侦破命案积案
225 起，其中命案时间超过 10 年
的 68 起、 超过 20 年的 141 起，
抓获命案逃犯 178 名。继续深化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全力清除枪爆隐患，共抓获
涉枪爆犯罪嫌疑人 901 名，捣毁
窝点 50 处， 缴获各类枪支 897
支，枪支零部件 20.9 万件，子弹

5.7 万发。
四是严打严防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 深入组织开展“断卡”
“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扎实
推进打防管控宣各项工作，全力
守护群众“钱袋子”。“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公安部共发起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集群战役 11
次， 抓获犯罪嫌疑人 1523 名，扣
押电诈作案工具 5520 台。 国家
反诈中心推送预警指令 2102 万

条，预警准确率达 79.2%，会同有
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 1.3 亿次、
短信 1.6 亿条， 封堵涉诈域名网
址 28.7 万个，紧急拦截止付涉案
账户 103 万个。

五是严打夏季突出犯罪。 部
署各地刑侦部门对发生在公共
场所的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聚
众斗殴、 抢劫抢夺等敏感案件，
第一时间侦查处置，查明事实真
相，深挖人员背景，依法从严打
击。 天津打掉一个长期盘踞在滨
海新区、津南区、东丽区等地餐
饮娱乐场所实施打砸、殴打他人
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10 名。 江苏南京公安机关
快速侦破一起网上约架、在某小
区篮球场实施互殴的聚众斗殴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9 名。

“下一步，刑侦部门还将继
续以“百日行动”作为当前的首
要任务， 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坚决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
安大局稳定。 ”王永明说。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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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各级工会
组织、民政部门要加强困难
职工帮扶与社会救助在政
策 、对象 、标准、措施 、管理
等各方面的有效衔接。 各级
民政部门要将符合条件的
困难职工及时纳入低保、特
困救助供养范围。 各级工会
组织要推动符合条件的困
难职工应享尽享社会救助
政策，对社会救助后仍存在
特殊困难的职工家庭加大
帮扶力度，分类精准施策。

《通知》指出，各级工会
组织和民政部门要进一步
健全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
机制，完善困难职工家庭信
息核查办法，建立健全预防
相对困难职工返贫致困动
态监测机制，强化困难职工

帮扶信息技术手段， 拓展困
难职工线上线下申请帮扶及
审核渠道， 加强帮扶救助信
息化管理。

《通知》明确，各级工会
组织和民政部门要探索搭
建困难职工需求与救助资
源信息对接平台，实现困难
职工的需求信息和政府相
关部门的救助资源、社会组
织的公益项目、社会各界的
爱心捐赠及志愿服务的精
准对接。 培养壮大职工帮扶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加大对
工会帮扶工作人员专业化
培训支持力度。 鼓励地方工
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开展帮
扶服务职工领域社会工作
标准体系试点建设。

（据总台央视 ）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共找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 153名

全国总工会、民政部联合发文
加强困难职工家庭帮扶救助工作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 《关
于实施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
动 ” 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意见》从搭建平台、壮大
队伍、丰富资源、精准服务等八
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团结动
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开展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意见》指出，科协组织、乡
村振兴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推动
各级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
等建立科技服务乡村振兴目
录， 促进优质服务与县乡村科
技需求精准对接， 为农村地区
提供科技培训、科普讲座、产业
指导等科技服务。 以 “科创中

国”等平台为支撑，构建科技服
务与乡村振兴所需对接的有效
机制。 广泛吸纳农技推广机构
负责人、 科技型企业家等进入
基层科协队伍， 加强中国农技
协科技小院联盟建设。

《意见》要求，乡村振兴部门
要推动科普设施建设纳入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布局，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拓展和强化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科普服务功
能。推动科普中国优质内容融入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科普信息化
资源的生产、汇聚和传播。 科协
组织要针对县域、 乡村需求，提
升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流
动科普设施的下沉服务，加强农

村中学科技馆建设，为乡村提供
丰富有效的科普服务。

《意见》强调，科协组织要聚
焦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动员科
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农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农业产业升级、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农业科
技普及和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继
续发扬“会企”合作帮扶、学会组
团式帮扶、跨地区帮扶、党组织
结对帮扶等工作经验， 发挥企
业、高校等社会力量在定点帮扶
中的作用，加大对定点帮扶地区
的政策、人才、信息、资源、技术
等支持和倾斜力度，推动定点帮
扶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据《农民日报》）

两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意见》

8 月5 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二级巡视员王永明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刑侦部门贯彻落实公安部
党委部署要求，针对各类突出刑事犯罪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严打涉黑涉恶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电诈犯罪和夏季突出
犯罪等。 截至 7 月底， 全国刑侦部门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6.4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9.2万名， 有效净化社会治安环
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刑侦部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
展打击工作：

”

全国总工会、民政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
求各级工会与民政部门加强工会帮扶与社会救助
有效衔接， 提升工会与民政组织帮扶救助专业能
力，进一步形成兜底保障困难职工基本生活的工作
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