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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16时，鹤壁市
公安局山城区春雷路一临街楼
往下掉水泥块，威胁行人安全。
市公安局山城区公安分局民警
火速到场，经3个小时成功排除
了险情。 （通讯员 吕光耀）

●5月10日下午3点，鹤壁
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汤河派出
所党支部结合“先锋七号”党员
活动日志愿服务活动和近期工
作重点，在福盛佳苑小区附近开
展了一场主题为“关爱家庭，拒
绝毒品”的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 （通讯员 吕光耀）

●5月7日下午，鹤壁市公
安局山城区分局汤河派出所通
过微信平台，帮助走失老人找到
家人。当晚8时，民警借助老人
的手机通讯录将迷路老人送到
家 。 （通 讯 员 吕光耀）

●5月11日晚上，鹤壁市公
安局山城区分局长风派出所对
辖区场所进行治安、消防安全大
检查，在对 2 家宾旅馆，2 家
KTV的检查中，未发现消防安
全隐患和治安隐患。目前，检查
仍在继续进行中。

（通讯员 吕光耀）
●山城区奔流街两家夜市

摊主，因为一家丢失一个碗，怀
疑是另一家所为而大打出手。
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红旗
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往控制现场，

两名嫌疑人被带至派出所，其余
伤情较重的两个人被送往医
院。事后，4名违法行为人懊悔
不已。 （通讯员 吕光耀）

●5月4日，淇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查获一辆核载9人、实载
25名小学生和幼儿的小型货
车，驾驶员涉嫌危险驾驶被刑
拘。 （通讯员 牛合保）

●5月11日晚10时，淇县
泰山路郭庄村路口，一位80多
岁的老汉走失。淇县公安局桥
盟所民警为老人找到家，淇滨区
薛女士得以父女团聚。

（通讯员 牛合保）
●5月14日，淇县公安局在

郑州抓获26名电信诈骗犯罪嫌
疑人，缴获电脑、手机等作案工
具40余部，涉案资金高达200
多万元。 （通讯员 牛合保）

●5月11日，浚县公安局
浚州派出所按照禁毒工作的要
求，组织刑侦、治安民警深入辖
区农贸市场、蔬菜大棚和饭店等
处逐一排查，收缴查获非法种植
罂粟。 （通讯员 蒋玉河）

●5月15日，浚县公安局白
寺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张寨村
花卉种植区，散发宣传资料、现
场讲解防盗、防抢、防诈骗等各
类安全防范知识。

（通讯员 蒋玉河）

鹤壁市公安局召开“平安鹤壁”讲评推进暨纪律作风整顿动员会

狠抓作风整顿 打造过硬队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赵庆军

本报鹤壁讯 狠抓“平安鹤
壁”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大局。
5月7日，鹤壁市公安局召开全
市公安机关“平安鹤壁”讲评推
进暨纪律作风整顿动员会，认
真总结前一阶段“平安鹤壁”专
项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安
排部署扫黑除恶、禁毒及纪律
作风整顿等重点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近期该市
公安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入剖

析扫黑除恶、禁毒及队伍管理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鹤壁市
公安局局长罗锴在讲话中要
求，要狠抓扫黑除恶，全力提升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成效；
要狠抓禁毒工作，尽快扭转禁
毒工作被动落后的局面；要狠
抓“平安鹤壁”工作，坚决维护
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面对
当前形势，要进一步增强危机
意识，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激发

活力、提振士气、积极作为、精
准发力，全力确保各项任务目
标圆满完成。

据了解，该市公安机关将
进一步加强队伍管理，深入组
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纪律作风
整顿活动，重点解决规矩意识
不强、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努力
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过
硬公安队伍，为大力实施“六大
工程”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排放有毒危险废物 领刑七个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赵爱荣

本报鹤壁讯 5月7日，鹤
壁市淇滨区法院依法审理一起
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案件，
鹤壁市某电器厂宋某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处罚金1万元。

2017年 1月份，宋某在无
任何环境保护设备和措施的情
况下，从事电镀加工业务，将未
经处理的酸、碱、废水等危险废
物直接排入水体，后被鹤壁市
环保局查处。其间，宋某为其

他合作企业加工电镀件收入近
41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的
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宋某
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三天奔波两千里 追回百万工程款

本报鹤壁讯“太感谢你们
了，为我们讨回了公道。”5月15
日，申请执行人王某握着执行
干警的手不住地表示感谢。

2013年10月，王某与浙江

某建筑集团公司签订工程承包
合同，在支付部分款项后，下余
139万余元工程款未予支付。
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的公司支付
欠款及利息。近日，执行干警

得知被执行公司在杭州有笔工
程款要到账，随即火速赶到杭
州。执行干警三天奔波两千
里，最终截住这笔款，为申请人
王某追回了百万工程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通讯员 白树斌

本报濮阳讯 4月29日，清
丰县公安局固城派出所在兄弟
单位的配合下，刑拘了三名涉
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4月18日晚10时，王某驾
驶的轿车被另两辆车连续撞击

后逼停。随后，从对方的轿车
上下来一手持棍棒的男子，将
王某车辆前挡风玻璃砸坏。四
五个人下车对王某恐吓、殴打，
强迫王某写下 25000 元的欠
条，用于对方的车辆维修。王

某迫于压力，截至报案时已向
对方微信转账11000元。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嫌疑
人程某、李某、黄某预谋以交通
事故方式对王某敲诈。经讯
问，三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敲诈勒索太嚣张，刑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鹤壁发生砸死人事件？谣传！
发布谣言的网民被警方依法处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赵庆军 齐国举

本报鹤壁讯 5 月 14 日，
《百度贴吧-鹤壁吧》有网民发
帖称鹤壁新世纪广场发生砸死
人事件，一度炒得沸沸扬扬。
记者从鹤壁网警巡查执法工作
中了解到，此消息为谣传，已接

到多位网民举报。
为净化网络环境，遏制谣

言传播，鹤壁网警、鹤山公安分
局立即展开调查。经查，该网
民系看到他人转发5月12日晚
许昌许都广场舞台灯架倒塌事

故的视频，误认为发生在鹤壁
市新世纪广场，就发了帖子。
该网民积极配合，将谣言帖文
删除，消除了社会影响。鹤山
警方依法对该网民做出了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欠薪5年赖着不还，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晓松

本报鹤壁讯 5月11日，薛
某等8名农民工给浚县法院屯
子法庭送来了一面绣着“公正执
法，为民解忧”的锦旗。

2013年，薛某等8名农民
工一直受雇于屯子镇武某从事
劳务。辛苦大半年，结算工资时

未完全结清，武某为他们出具了
欠条，至今未履行。

屯子法庭的法官了解情况
后，当即为他们联系了援助律
师，并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判决。
法庭干警几经辗转，终于让武某
履行了判决。

27年没户口咋办？解决！

本报鹤壁讯 5月14日上
午，淇县西岗镇迁民村村民关某
在家人陪同下，将一面写着“热
情服务，全心为民”的锦旗送至
淇县公安局。

关某今年27岁，因童年时
父亲去世，由于家庭的原因，一

直未能落户。今年5月7日，关
某来到淇县公安局西岗派出所
户籍室反映其户口问题。县公
安局和西岗派出所共同努力，历
经三日走访核实，及时为关某补
录了户口，解决了困扰关某和其
家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借款不还，执行养牛场

本报鹤壁讯 5月6日深夜，
在淇县法院的执行现场，被执行
人宋某养牛场的21头奶牛被交
易，卖牛款10万元直接划入淇
县法院的执行专项账户。至此，
申请执行人关某与宋某10万元
民间借贷纠纷案圆满执结。

在关某与宋某民间借贷纠
纷案中，宋某应支付关某借款

10万元及利息，到位 1.6 万元
后，案款剩余部分一直未支付，
被执行人的养牛场后被法院查
封。今年5月6日，宋某的21头
奶牛，按照市场价格以10万元
谈妥，执行法警前往养牛场组
织、维持收购。随后，10万元卖
牛款被转入淇县法院执行专项
账户，被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5月16日,浚县屯子派出所将儿童安全防范知识编成通俗易懂、便于记忆的儿歌，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各幼儿园教孩子们背诵。 （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申相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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