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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公安局文件
北公发〔2020〕4 号

关于传发《北票市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专项

应急预案——北票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聚集

事件预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现将《北票市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北票

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聚集事件预案》传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北票市公安局

2020 年6 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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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北票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聚集事件预案

北票市公安局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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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聚集事件预案

根据《公安机关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十项措施》、《辽

宁省公安机关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和大规模暴力犯罪事件 应

急预案》、《辽宁省公安机关等级勤务工作规范》以及《北票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文件，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挥机构

（一）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急委）

主 任：北票市市长 付宗义

副主任：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广文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高士东

中共北票市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张志华

武警中队长 王子冕

成 员：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乡、镇政府，有关管理

区、经济开发区、园景区管委会,（属事单位）主要负责人

组成。

（二）市局成立专项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副市长、市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广文

副总指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 政委 赵殿武

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属事单位）

成 员：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乡、镇政府，有关管理

区、经济开发区、园景区管委会,（属事单位）分管负责 人，

市公安局各大队、派出所主要负责人组成。专项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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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人数多少、规模大小、行

为激烈以及危害程度，编成以下 7 组。

1、综合保障组
组 长：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赵殿武

副组长：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 郭汉利市公安局

警务保障办公室主任 王星东

市公安局督察大队大队长 张东伟

成 员：政治处、指挥中心、国保、内保、治安、巡特

警、刑侦、交警、网安、法制、督察和警保室。

职 责：负责全局性情况汇总，筹备综合性会议，拟制

全局性的通知、通报、报告、公告等；负责现场指挥部通信

平台、无线通信网、图像传输系统搭建；协同政府相关部门，

负责参与处置警力的物资、装备和交通工具的保障，并做好

异地调警的食宿安排等保障工作。

2、信息研判组
组 长：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陈玉明

副组长：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 郭汉利

成 员：市局指挥中心（情报、视频）、国保、治安、

巡特警、刑侦、经侦、内保、网安、法制、控申、出入境。

职 责：负责组织各类信息收集、分析、研判、传递、

上报；负责对组织者、策划者、骨干分子等违法犯罪人员开 展

秘密侦查、取证、监控工作。

3、舆情导控组。
组 长：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王华岩



- 5 -

副组长：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 张金库

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 崔涛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情报室主任 韩松涛

成 员：政治处、网安、宣传、情报室、办公室、法制、出

入境。

职 责：负责组织指导舆论宣传工作，建议党委和政

府、协调宣传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负责

互联网上舆情的监控、引导和舆情控制工作；负责与现场境

外媒体接触，及时查验证件，协调宣传部门问明目的，劝导 其

离开现场。

4、封控处置组
组 长：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利君

副组长：巡特警大队教导员 吴东海

国保大队大队长 夏东宁

治安大队大队长 金百胜

交警大队大队长 白广吾

刑警大队大队长 白绍勇

南山派出所所长 王春磊

城关派出所所长左玉石

冠山派出所所长 赵宝军

台吉派出所所长 辛欣

五间房派出所所长 冀玉虎

凉水河派出所所长 王文辉

巴图营派出所所长 梁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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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中队中队长 王子冕

成 员：市局指挥中心、巡特警大队、交警大队、政治

处、国保、内保、武警中队以及各派出所。

职 责：负责传达和督促落实各项命令；指导部署进行

现场处置；掌握现场事态发生、发展过程；协调调度各地警

力、装备、车辆；负责现场前期劝解、引导及对重点人员的

甄别指认、证据固定等工作；负责指导动员内部保卫力量，

做好重点目标保卫工作；负责现场指挥员及重点保卫目标的

安全保卫工作；负责对事件核心现场的封控警戒；负责各市

警力向事发地开进沿途的交通保障，指挥现场处置期间道路

交通疏导和实施交通管制。

5、带离分流组
组 长：市公安局副局长 付大合

副组长：巡特警教导员 吴东海

国保大队大队长 夏东宁

治安大队大队长 金百胜

刑警大队大队长 白绍勇

南山派出所所长 王春磊

城关派出所所长 左玉石

冠山派出所所长 赵宝军

五间房派出所所长 冀玉虎

台吉派出所所长 辛欣

交通派出所所长 张东明

成 员：巡特警、国保、刑侦、治安、各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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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责：负责对现场拒不离开人员强制带离、看护分流

及后期案件办理等工作。

6、应急联动组
组 长：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陈玉明

副组长：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 郭汉利

副组长：市公安局控申办公室主任 王乃义

联络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高士东

职 责：负责协调急救医疗、消防应急救援、信访局等

相关部门参与联动处置；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报送属事单

位，全力做好相应工作准备。

7、机动增援组
联络员：巡特警大队副队长 潘洪凯

成员：由巡特警 2 人，交警 2 人，刑侦 2 人、治安各 2

人，国保 2 人、内保 2 人、南山派出所，城关派出所，冠山

派出所，台吉派出所各 2 人组成 20 人预备队。

根据指挥部指令担负机动增援任务。

二、警力准备及处置

专项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预警信息（事

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启动应急

响应措施。

（一） 当涉众群体聚集达 50 人及以下时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迅速调动，巡特警大队、治安大队、
国保大队、交警大队及南山派出所警力 100 人。其中，

巡特警大队 60 人、交警 15 人、治安 10 人、国保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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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派出所 10人，做好前期处置。上述各单位其它警
力做好增援准备 其他各大队派出所做好集
结备勤。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报送属事单
位。

（二） 当涉众群体聚集达 50-100 人时

启动三级响应，调动全市警力 300 人。其中，巡特警大

队 65 人、国保大队 5 人、交警 100 人、刑警 50 人、治

安 20 人、南山派出所 10 人、城关派出所 10 人、冠山

派出所 10 人、台吉派出所 20 人，五间房派出所 10 人

参加应急处置。上述各单位其它警力做好增援准备。其

他各大队派出所做好集结备勤。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

将有关信息报送属事单位。

（三）当涉众群体聚集达 100-300 人时

启动二级响应，全市调动警力 500 人。其中，巡特警大

队 70 人、国保大队 5 人、交警 150 人、刑警 50 人、治安 30

人、凌河分局 5 人、防控大队 5 人、武警中队 10 人、南山

派出所 10 人、城关派出所 15 人、冠山派出所 15 人、台吉

派出所 20 人、五间房派出所 10 人、开发区分局 10 人、大

黑山派出所 5 人、交通派出所 5 人、宝国老派出所 5 人、台

吉镇派出所 5 人以及其他 25 个乡镇派出所(上园、章吉营、

南八家、三宝营、巴图营、大板、凉水河、下府、龙潭、娄 家

店、东官、西官、大三家、哈尔脑、北塔、北四家、黑城子、

台吉营、三宝乡、小塔子、马友营、常河营、长臯、蒙

古营、泉巨永)各 3 人参加应急处置。上述各单位其它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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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增援准备。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上报送朝
阳市局视情集结备勤。

（四）当涉众群体聚集达 300-500 人时

启动一级响应，全市调动警力 1000 人。
其中，本县市警力 520 人（包括交警大队 20 名警力，负

责对事发地远端和外围实行交通管制），请求朝阳市局支援500

人（其中巡特警支队 100 人、凌源 100 人、建平 100 人、

喀左 100 人、朝阳县 100 人）。上述各单位其它警力做好增
援准备。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上报送朝阳市局
视情集结备勤。

（五）当涉众群体聚集达 500-1000 人时

启动相应响应，全市调动警力 1500 人。
其中，本县市警力 500 人，请求朝阳市局支援 1000 人。

因警力不足或经预判无法有效控制事态，经专项应急指

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向朝阳市局报告，根据朝阳市局命

令，按《关于紧急调动警力的通知》承接各市外援警力。

（六）当涉众群体聚集超过 1000 人时
因警力不足或经预判无法有效控制事态，经专项应急指

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向朝阳市局报告，根据朝阳市局命

令，按《关于紧急调动警力的通知》承接各市外援警力。

三、处置原则

（一）坚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的原则。必须在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处置群体性事件。

（二）坚持区分性质、分别处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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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的

原则。

（四）坚持分工负责、协同作战的原则。

（五）坚持信息先导、通信畅通原则。广辟信息渠道，

及时获取预警性、深层次、内幕性情报信息，为领导决策提

供依据。

四、处置流程

（一）预警防范阶段。

国保、情报、网安、技侦、属地派出所等部门建立即时

侦控动态跟踪机制，对指向性、行动性线索，第一时间封堵

删除、落地查人等措施，及时有效处置，跟踪掌握动态。警

务指挥部根据其提供的舆情监测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判，研

究提出预警性意见建议，及时报告党委政府，通报有关部门。

依靠党委政府协同相关部门做好利益诉求群体和相关人员

的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对可能引发不稳定事端的重点

群体和人员，提请党委政府组织成立工作专班，及时开展政

策解释、法制教育、源头稳控。

（二）先期处置阶段。
市局职责警种单位以及属地派出所加强警力储备，进一

步完善处置预案，提前部署落实线索侦控、人员管控、外围

封控、面上查控、重点巡控、视频监控、区域联控、舆情导

控等“八控措施”，及时发现、依法收缴印制非法聚集所用

的横幅、文化衫等物品，一旦发现非法聚集人同立即劝离。

必要时，市局主管副局长带巡特警大队及属地派出所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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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 1、3、8 分钟处置圈警力、巡特警警力对非法聚集指向

地提前实施“占领式”控制。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党委和政府

以及上级公安机关，通报有关部门。同时，组织观察和处突

力量前置备勤，配足防暴防护、通信联络、运送车辆、调查

取证、宣传照明及无人机等装备器材，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三）启动预案阶段。
一旦形成规模型聚集，公安局立即提请启动由党委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公安机关和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的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急委），统筹协调处置工作。同时，

市局成立专项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运用视频调度、

350M手持台等指挥通信系统，迅速调集警力维护现场及周边

治安、交通秩序，控制事态发展，防止蔓延升级。

（四）现场处置阶段。

1、封控警戒时节。封控组（交警）负责对远端和外围

实行交通管制，建立疏出阻入通道；封控组（南山派出所、

巡特警大队）使用警戒带或硬隔离带设施封控中心现场，疏

导劝离围观群众离开现场，设立警告牌，告知冲击警戒区的

后果。

2、舆情导控时节。建议党委和政府、协调宣传部门及

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对即时通讯工具加强监控，

即时过滤封堵删除有害信息，解散组织、策划、串联群组，

对组织、挑头人员禁言禁声，必要时依法采取断网等措施。

对擅自拍摄现场图像视频的，责令立即删除、销毁相关资料，

并告知其擅自传播的法律后果。对现场通过“碰瓷”造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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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发布虚假信息的，第一时间公布真相、澄清事实、以正 视

听，及时取证，依法查处打击。对网上传播现场图像视频 混淆

视听、歪曲抹黑的，及时拟定口径，经省市级公安机关 审核后

主动发声，严防舆论炒作发酵形成重大舆情事件。

3、教育疏导时节。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协

助有关部门开展现场教育劝导工作。对利益诉求群体采用平

和方式，上访维权的，引导其到接待场所并选派代表反映诉

求。对现场情绪激动的，利用宣传车广播、提示牌、张贴通

告等方式，开展法制宣传，提醒理性表达诉求，讲清违法行

为后果，视情发布命令或者通告，责令聚集人员尽快离开、

解散。对挑头人员和现场活跃人员适时“拍肩膀”警示，促 其

带头离开。发生轻微肢体冲突时，保持理性克制，原则上以

教育、警告、训诫为主。

4、驱散带离时节。当事发现场出现暴力袭警、殴打工

作人员、打砸抢烧情况时，及时收集证据，根据现场应急指

挥部命令，运用盾墙阻截、高空防护、穿插分割等处突队形，

使用声波驱散器、爆震弹、催泪弹和背负式防暴喷雾驱散器

（视现场风向和驱散方向而定）等驱散性警械对聚集人群实

施驱散。带离分流组和穿插分队适时前出将挑头滋事骨干分

子强制带离现场，分乘由交警大队协调的大型公交车，带至

派出所办案区分流看押点（市体育馆设预设备用分流场所）。

（五）后续稳控阶段。
根据指挥部指令，清理现场完毕后，留足警力加强城区

社会面武装巡逻工作，及时发现或制止潜在隐患和反弹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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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援警力适时撤离返营。对性质敏感的聚集事件，相关 警

种要深挖幕后，彻查挑头骨干分子、内部组织脉络及其策 划组

织串联等情况，查清有无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因素，收 集固定

证据，会同检法等部门研究提出打击处理方案，适时依法打

击，形成有力震慑。

五、保障措施

(一)信息保障。按照日常工作分工，负有信息收集责

任的单位要高度关注各类群体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出现不稳

定事端和群体性事件苗头，但尚处在酝酿或准备过程中的，

更要密切关注，通过多种手段、布置专门力量展开信息收集

工作。严格按照信息收集、报送制度要求，保证 24 小时随

时报送信息。防止出现因大意、麻痹而延误对紧急情况的及

时报告，保证信息工作贯穿于处置行动的全过程。

事件发生后，要及时将事件的基本情况及处置工作，及

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坚决防止出现迟报、

漏报、瞒报的现象。

（二）人员保障。公安机关的不同警种、武警中队是处

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必要时可按照属地或系统管辖，动 员

保安及其他保卫力量参与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

行动中。

市局各警种单位按照市局年度警力调度计划确定的出

警人数做好处置大规模群体事件的人员准备。在北票市行

政区域内发生突发事件，能按照指令要求迅速集结，及时到位。

（三）行动保障。各大队、派出所对参与行动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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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带头提高思想认识，重视并及时做好思想动员，保证

严格执行上级指令的能力。各级指挥员要认真研读有关处置

预案、规定及实施办法的原则要求，领会各种情况下应采取

的相应策略、技战术方法。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过激情况，

对所属部门和人员分别布置信息收集、现场取证、现场疏导、

维持秩序、驱散带离等各项任务，落实责任到具体部门和个

人，明确纪律。对每次处置行动都要布置取证、抓捕力量，

以备必要时采取相应行动。有必要以分局、支队为单位，对

民警进行针对各种违法情况进行处置的训练。保证出现各种

复杂情况时参与处置行动的战斗力。

市区范围内警力集结时间，以大队、派出所为单位，在

接到备勤指令后白天携装具的 30 分钟内、不要求携装具的

20 分钟内，夜间携装具的 40 分钟内、不携装具的在 30 分钟

内到达指定地点集结。

全市范围内调动警力，要求市区警力在接到集结指令后

各大队城区派出所 30 分钟；乡镇派出所 1 小时内携带必要

的装备到指定地点集结，上级调派警力 1.5 小时内携带必要

的装备到指定地点集结。

（四）装备器材保障。各参与处置单位，要根据任务分

工，制定配置装备种类、数量计划，并由综合保障组协调、

筹集、配置。警务保障室对处置装具等装备要进行保养、检

修，保证随时调用。处置装具包括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手

持与车载台）、运输车辆、防暴头盔、盾牌、警棍、手铐、 催

泪弹、爆震弹、声波驱散器等。各出警单位应指定专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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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处置装具的保管、维护。遇有突发事件时，按照指令分发 携

带使用。

处置任务时期的饮食、住宿保障由综合保障组协调解

决。

（五）通信联络保障。市局指挥中心，对使用的通信工

具提前进行检查、维护，编制使用频率及方法，保证处置需 要。

根据应用需要做好发放、登记及回收。

六、工作要求

（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全体参与处置人员，必须

在市局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市委、市政府命令，统一步调，

统一工作。

（二）依法处置，规范程序。在现场依据有关法律处置，

并注意方式方法，不授人以柄。对非法聚集人员反映问题，

不受理，不答复，不许诺。

（三）统一协作，快速处置。参战民警要行动迅速、团

结协作，严禁推诿扯皮，态度粗暴，处事简单，避免与群众

发生直接冲突，激化矛盾。

（四）严格纪律，指令畅通。参战民警一律按要求着装，

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确保电话、手机等通讯设备处于良好

工作状态、保持畅通，按要求集结，上岗、撤岗，未接指令 禁

止擅自行动。

北票市公安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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