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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杨松播 刘延斌

本报讯 1月3日下午4时，
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牛振民法
官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
湖区分局大桥派出所刘警官打来
的电话，称该所已协助汝州市人
民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万某某控
制，请汝州市法院尽快派人到浙
江。

接到电话后，汝州市人民法
院执行局当即安排牛振民、任盼
盼、赵俊强、解朝栋四名干警在3
日晚上驾车赶往浙江省嘉兴市。
1月3日，汝州迎来了2018年第
一场雪，寒风裹雪中，执行干警驾
驶着警车已经出发了，路上的行
人，都在奔向家的方向，而执行干
警却要冒着风雪远赴浙江！

牛振民法官今年已经56岁
了，2017年12月29日刚刚奔波
3000公里从贵阳市执行任务回
来，再次接到任务后，牛振民二话
没说就再次出发了。

刚出汝州，车窗外就飘起了
鹅毛大雪，此时河南中部、安徽大
部、江苏大部等地相继迎来大到
暴雪，一路上司机累了其他干警
就换着开，在历经22个小时跑了
1000多公里后，终于及时赶到了
嘉兴市。

在嘉兴市南湖区公安分局
大桥派出所办完交接手续后，1
月5日天刚亮，牛振民一行就带
着被执行人返回汝州，由于气温
骤降，大雪纷飞，路面湿滑结冰，
能见度降低，给驾车造成困难，
干警们终于在晚上 8点赶到安
徽界首高速与河南高速交界

处。但因路滑雾大，河南省内高
速关闭了，想下高速，安徽省高
速也关闭了。因急于赶路，车上
没有准备干粮，无奈步行找小卖
铺，只找到了1根火腿肠、1个硬
馍、8个饺子、两个卤蛋、3瓶矿
泉水，一行5人只能靠这些食物
充饥了，晚上也只能在车上过夜
了，没有御寒衣被，冷了下车跑
跑，暖气少开会儿……

直到1月6日上午10点，经
过与高速收费站沟通牛振民一行
开始驾车继续返回汝州，而1月6
日上午汝州法院执行局又派出另
一个行动组冒着大雪赴叶县抓

“老赖”，下午1点去浙江的行动
组和去叶县的行动组返回途中在
平顶山服务区胜利会师。至发稿
时，两个行动组干警已平安回到
汝州。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马丹丹 张孟珂

本报讯 1月 3日下午2
时20分许，汝州市城市管理
局综合执法一大队三中队执
法人员例行巡查至向阳路时，
发现兰欧酒店门前废弃物堆
燃起熊熊大火，火势有向周边
蔓延的趋势。

发现该情况后，带班中队
长申可可、胡现阳与另外几名
执法队员迅速从车内取出铁
锹、扫帚等工具进行扑救。由
于灭火装备不足，再加上周围
散落着大量树叶，火势一时难

以控制。
“火情就是命令”，为防止

大火继续蔓延，申可可立即向
环卫处值班人员寻求帮助。
接到信息后，环卫处组织调派
距火情现场最近的一辆洒水
车，进入现场实施扑救，在与
环卫处人员共同努力下，大火
终被扑灭。

在此，执法人员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冬季天气干燥，请
妥善处理烟头等明火，随时清
理单位、居民院落的门前、屋
后、阳台、屋顶的落叶和干枯
杂草等可燃杂物，以免发生火
灾事故。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赵红云

本报讯“以前晚上出门，到
了黑乎乎的地段总有些害怕，现
在有了这支巡逻队伍，感觉有了

‘守护神’，瞬间踏实多了，真得
感谢他们。”1月5日晚，钟楼街
道一位正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士，
看着在冰天雪地里巡逻的巡逻
队伍说道。

自开展治安巡逻以来，钟楼
街道各社区在党工委、办事处高

度重视和精心筹划下，纷纷组建
了统一着装、装备齐全的巡逻队
伍，每天19点准时集合，巡逻队
员分组对沿街主次干道、重点区
域和辖区内所有的楼栋单元进
行治安巡逻，并对辖区群众进行
安全防范教育，不少群众表示，
有了巡逻队后，安全感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

据了解，每周街道办事处、
辖区派出所和各社区的巡逻员
会进行一次集中巡逻，在巡逻过
程中交流心得，总结经验。拐棍

李社区的一位党员巡逻员骄傲
而自豪地说，“为了让小区居民
住得安心、出门放心，不管冰天
雪地，队员们每天都坚持巡逻。
能为小区的治安环境出一份力，
感到很值得”。

街道自开展治安巡逻工作
以来，发挥了对违法犯罪嫌疑人
的威慑作用，实现了真正的社区
化大巡逻，确保辖区社会稳定，
切实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使辖区治安巡逻队成为居民
群众身边的守护者。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梁朋涛 文图

本报讯“天干物燥、小心火
烛、注意安全……”伴着阵阵铜
锣声响，您准能看到一队穿着反
光衣，拿着巡逻棍、手电等工具
巡逻在背街小巷的风穴路街道
办事处督查队、社区（村）巡防队
员，这个冬天里他们不论深更半
夜，还是风霜雨雪都坚持巡逻，
所到之处许多群众连声称奇：

“只有古装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

打更夫，如今也穿越到了现实生
活中，在深夜守护百姓的安全。”

据了解，风穴路街道为提高
辖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成立
以社区(村)主干和无职党员为主
要成员的巡逻队，多措并举，开
展冬季治安巡防工作。装备齐、
积极性高。办事处统一为每个
巡逻队配备一面平安锣、一个喊
话器、一个大头手电筒、一支巡
逻钢叉；为每名巡逻队员配备一
个反光背心、一个反光袖标、一
个手电筒、一条多功能巡逻棍，

极大地激发了治安巡逻队员的
积极性和责任感。制度全、考核
严。办事处制定下发了“1+6”和

“五个一”制度，“1+6”即：办事处
一支巡逻督查队，六个村（社区）
各有一支巡逻队。五个一”即：
每周进行一次观摩评比，对先进
的社区（村）奖励5000元，落后
的社区（村）负责人在机关大会
上作表态发言；每周进行一次办
事处督查队（含派出所）联合村
巡逻队共巡一条街活动；每月召
开一次巡逻队员座谈会，谈心得
体会，总结经验教训；每月由街
道办事处书记或主任带队不定
时入村督查；每月召开一次由街
道领导班子成员及村主干、巡逻
队长、派出所所长、信访办主任、
司法所所长参加的维稳形势研
判、预警分析会，详细、操作性强
的制度为治安巡防工作有效开
展提供了保障。

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巡
逻队员共调解交通事故纠纷、劝
解打架事件、护送酒醉群众、紧
急扑救火灾等事件20余起。通
过上下齐心、真抓实干，1月2日
下午，汝州市冬季治安防控工作
现场会上，相关市领导和各乡镇
（街道）与会代表纷纷对风穴路
街道综治工作点赞。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梁杨子 霍梦露

本报讯 1月4日,汝州迎
来2018年首场降雪，这天也
是汝州市新招录交通协管员
上岗的第二天，早上7点 20
分，城区中队包含新警在内的
134名警力充实到城区的每
条街道，当天下午，一段交警
帮助走失小男孩找家人的视
频突然传遍了朋友圈。

16点30分左右，一名好
心的司机在金庚医院门口看
到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路
边一直叫奶奶。司机就找到
在十字路口值班的交警张凯
旋，并把孩子交给了张凯旋。
当时天上飘着大雪，担心孩子

着凉，张凯旋就交代同事先帮
自己值班，把孩子带到了暖和
的金庚医院。孩子一直哭着
叫奶奶，她就一边抱着孩子安
慰他，一边给孩子放动画片稳
定情绪。等孩子不哭了，才知
道他是跟着奶奶跑出来，却找
不到奶奶了，也不记得家人的
电话号码。

于是，张凯旋就想到通过
发朋友圈小视频的方式，迅速
扩散消息。一个小时后，孩子
的奶奶赶到了医院，“我出来
接他哥哥，没发现他跟在我后
面跑出来了，真是太感谢你们
交警了！”

大雪中，汝州交警们不畏
严寒，坚守岗位，并用自己的
爱温暖着每个汝州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夏莹洁

本报讯 1月4日13时左
右，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接到群
众求助电话，一车主在送货途
中，车辆突然抛锚无法行驶。
静态交通道路救援突击队收
到消息后，立即赶往救援现
场，因车型较大，在与车主的
共同努力下，耗时两小时将车
辆拖移至目的地。

近期，汝州全市范围内突
降大雪，突击队员考虑到车辆

抛锚问题将有所增加，早已将
车辆进行检修保养，时刻准备
着为群众服务。

记者从汝州市城管局静
态交通道路救援突击队了解
到，在汝州市区，车辆突然无
法正常行驶时，可拨打电话
0375-6708188，救援人员将
第一时间赶往救援现场，义务
为车主解决燃眉之急。

据了解，汝州市城市管理
局静态交通道路救援突击队
成立一年多以来常备不懈，在
市区范围内开展道路救援行
动达300余次。

每天19点集合，分组对主次干道、重点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钟楼街道：当好群众安全守护者

发朋友圈小视频扩散消息
交警帮迷路娃找到家人

市区内车辆突然抛锚
可找道路救援突击队帮忙

冒雪赶路 千里外抓回“老赖”
汝州法院执行干警赶赴嘉兴市，恶劣天气下顺利完成交接手续

风穴路街道开展冬季治安巡逻活动
每个巡逻队皆配备一面平安锣、一个大头手电筒、一支巡逻钢叉等工具

执勤中突遇火情
城管变身救火“卫士”

巡防队员拿着巡逻棍、手电等工具巡逻在背街小巷

加强巡逻 深夜守护百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