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月20日，淇滨区分
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经过线
索梳理、视频追踪及研判确
定了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杨
某某，又在其经营的饭店蹲
点，将其抓获。目前，犯罪嫌
疑人杨某某已被依法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李
萌萌 肖晓）

2.11月17日，淇滨区分
局钜桥中队接到一名急匆匆
的少年求助，少年急于考试
可身份证丢失，必须当天补
办，但正值周末户籍民警休
息。中队长听取汇报后当即
决定，让值班民警翻墙进入
户籍室，由户籍民警电话指
导给少年办理身份证。（李萌
萌 肖晓）

3.11月25日，淇滨区分
局长江中队民警接110指挥
中心指令称，在九街十巷一
市民手机被盗，由于案发时
间较短，民警迅速调取门店
监控，确定系一老太太错将
手机放进购买的东西内，随
后民警将手机追回物归原
主。（李萌萌 肖晓）

4.11月16日，淇滨区分
局长江中队民警抓获了一
名专门砸车玻璃盗窃车内
物品的犯罪嫌疑人朱某，经
过连夜加班审讯，犯罪嫌疑
人供述了两起盗窃案和一
名同伙。目前，犯罪嫌疑人
朱某已被刑事拘留，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李萌
萌 肖晓）

5.近日，淇滨区分局上
峪中队深入辖区17个行政
村，张贴敦促涉黑涉恶自首
的公告，并积极在各村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宣传。（李
萌萌 肖晓）

6.为有效遏制侵财类案
件的高发态势，11月18日，
淇滨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九
州中队中队长赵志伟带领组
员跨区域作战，赴汤阴县一
举抓获两名盗窃犯罪嫌疑
人，侦破盗窃案件20余起。
目前，嫌疑人晋某、冯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李萌萌 肖晓）

7.11月17日，淇滨区分
局案侦一中队民警接到一起
以公司采购电脑名义在电脑
专卖店中实施诈骗的案件，
经多方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肖某，8小时后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肖某抓获。（李萌
萌 肖晓）

8.11月18日，一快递员

将一面锦旗送给淇滨区分局
长江中队表示感谢。长江中
队民警出警时发现路边有一
个大包裹，等了两个多小时
仍不见人来取，联系快递单
上的电话也无人接，多方查
找后找到快递员，将快递完
璧归赵。（李萌萌 肖晓）

9.为进一步推进冬季火
灾防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
火灾隐患,确保辖区消防安
全形势稳定，11月22日，淇
滨区分局上峪中队深入各村
村委会及重点单位开展消防
监督检查工作。（李萌萌 肖
晓）

10.11月13日20时许，
淇滨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接
处警中队接到110指挥中心
指令：在大赉店村水街有群
众听见老人喊救命，民警火
速赶往现场，克服夜间不利
因素，将在废墟中被困的老
人解救。（李萌萌 肖晓）

11.近日，淇滨区分局长
江中队发现有人利用聊天软
件进行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
动，经过20多个小时连续工
作，该队成功破获三起介绍
卖淫案，抓获两名违法犯罪
嫌疑人。（李萌萌 肖晓）

12.11月 20日，山城区
分局汤河派出所在西巷社区
开展警营文化暨法律知识宣
传讲座。（李萌萌 侯超）

13.11月1日，山城区分
局民警接110指令，一大货
车在牟山大道铁道口强行通
过，将栏杆撞坏，逼停火车，
民警现场多方取证，将违法
嫌疑人成功抓获。（李萌
萌 侯超）

14.11月 20日，浚县爆
炸案另一嫌疑人张某在内蒙
古伊金霍洛旗落网，山城区
分局石林派出所21日晚将
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的张某
押解回鹤壁，经审讯，张某如
实交代了他先后两次购买炸
药雷管的事实。（李萌萌 侯
超）

15.11月 17日，山城区
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张某报
警，称王某伙同秦某等人以
感情为诱饵，将张某约至宾
馆，在宾馆房间内王某一伙
人殴打张某，并逼其交出身
上3万余元财物，刑警队民警
多方寻找证据，最终，5名嫌
疑人被刑拘。（李萌萌 侯超）

16.近日，一男子在服装
店内试穿新衣起了恶念，没
有付款偷偷溜出店外逃跑，

被路人和店铺老板抓获，山
城区分局红旗派出所迅速出
警，依法对嫌疑人蔺某某行
政拘留十二日。（李萌萌 侯
超）

17.近日，山城区分局全
体帮扶责任人、责任组组长、
包村干部到南唐宋村村委会
开展扶贫工作，按照扶贫任
务清单要求，完善扶贫档卡
资料，走访贫困户，落实宣传
扶贫政策。（李萌萌 侯超）

18.11月 28日，淇县公
安局驻西岗镇河口村扶贫帮
扶民警为留守老人讲解防范
电信诈骗及盗抢常识，提高
老人自我防范意识。（李萌
萌 牛合保）

19.10月 22日，淇县公
安局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巡回
宣讲报告会，以典型为引领，
以先进为鞭策，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在全县公安机关
形成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
良好风尚。（李萌萌 牛合保）

20.11月 28日，淇县公
安局驻西岗镇罗元村、河口
村扶贫工作组民警到贫困户
家中慰问，为贫困户送去温
暖的同时帮助贫困户解决遇
到的实际困难。（李萌萌 牛
合保）

21.11月 16日，淇县公
安局驻卧羊湾村民警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载体，组织村两委干部开
展精准脱贫攻坚工作，为群
众排忧解难。（李萌萌 牛合
保）

22.11 月 25日，浚县公
安局伾山派出所以正在开
展的“纪律作风提升年”活
动为契机，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各中小学校，开展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李萌萌 蒋玉
河）

23.为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往纵
深发展，11月9日，浚县公安
局卫贤派出所组织党员民警
到辖区浚县卫贤镇尚村党史
教育墙面前，与尚村小学学
生一起开展“学党史、知党
情、跟党走”主题活动，接受
党性和革命传统教育。（李萌
萌 蒋玉河）

24.11月8日，浚县公安
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乡村和
街道社区，向群众介绍预防
电信诈骗知识。（李萌萌 蒋
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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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小孩被困家中 消防员破窗救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通讯员 曹华健

本报讯 11月20日17时
许，三门峡市消防支队湖滨
大队黄河路中队接到指挥中
心调度称，崤山东路与经一
路交叉口附近一小区住户家

中有小孩被困。经电话了
解，母亲外出扔垃圾时不小
心把门反锁，孩子只有1岁
左右。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发

现，该住户房门为金属防
盗门，又从里面反锁，在
外面根本无法打开。此时
母亲又告知家中正在使用
煤气烧菜。

情急之下，现场指战员
将楼道窗户破拆，经过一番
努力顺利从窗户爬进家中，
将煤气关闭房门打开。消防
救援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外

出时要注意房门，必要时可
留备用钥匙在别处，切勿留
孩子独自在家中，以免造成
不必要危险。

鹤壁消防支队
开展医疗卫生系统
消防安全大培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欧阳康龙

本报讯 11月18日，鹤壁
消防支队开展医疗卫生系统
消防安全大培训。

培训会上，针对医疗卫
生系统人群复杂、危险物品
和大型电器设备较多的特
点，消防讲解员详细阐述了
医疗卫生系统火灾的危险

性，医疗卫生系统如何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如何加
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如何
使用消防设施快速、准确扑
灭初期火灾等知识，并现场
进行疏散逃生和灭火器扑灭
初期火灾实战演练。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专题会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史京鑫

本报讯 11月4日，中国银
行鹤壁分行召开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专题会议，省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指
导组到会指导。党委班子成员
紧扣会议主题，对照“18个是

否”，逐一进行发言，本着既检
视出来自身问题，又对同志负
责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找差距、定措施、促整改，达
到了“红红脸、出出汗、咬咬牙、
扯扯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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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厉打击盗窃破坏“三电”设施违法犯罪活动，堵住违法
犯罪分子的销赃渠道，日前，浚县公安局新镇派出所民警对辖区
内的废旧金属收购站点进行清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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