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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保障辖区企业
复工复产、学校复学工作安全
有序推进，信阳市公安局平桥
分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护航企业、校园
复工复学，守护人民生命健
康。

提前筹备，做复工复学工
作“帮手”；坚守岗位，做校园
安保工作“战士”。辖区学校
复学时，派出所及时组织警力
协助学校和防疫部门对学生
进行测温、消毒，疏导学校门
前交通，维护好学生上下学秩
序，对发热学生及时送至医院
进行疫情检测。

实时督导，做企业防控工
作“管家”。在辖区企业复工
时，分局抽调民警辅警配合防
疫部门及时掌握复工人员健
康状况，督导相关企业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分局对辖区内已恢复营
业的宾馆、快递物流企业，社
区民警积极开展健康宣传教
育和岗位防控技能培训，切实
加强相关人员健康状况的排
查管理，督导企业按要求配齐
体温计、口罩、手套、消杀剂等
防护用品，同时落实“四实”登
记及“三个百分百”。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淮
滨警方获悉，经过缜密侦查、
细致摸排，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3名，破获盗狗案件100
余起。

2020年4月份以来，淮
滨县公安局陆续接到辖区多
名群众报警，称其家中的狗
被盗。案件的发生引起淮滨
县公安局党委的高度重视，
立即抽调刑侦大队和固城派
出所民警组成专案组，展开
案件侦破工作。在信阳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
民警通过侦查摸排，发现3
名安徽淮南籍男子陈某朗、
李某举、李某具有重大作案
嫌疑。2020年6月2日晚，

在 获 取 嫌 疑 人 驾 驶 皖
N×××套牌尼桑轿车到安
徽利辛作案的情况后，专案
组决定果断出击。6月2日
23时许，已连续蹲守数日的
民警在202省道利辛段通过
设卡拦截将嫌疑车辆查获，
嫌疑人陈某朗、李某举则趁
夜色弃车逃窜。民警当场查
获作案车辆一台、弓弩一支、
毒针若干枚、被毒死的狗12
只。

6月3日上午，民警根据
掌握的线索，在安徽淮南将
嫌疑人陈某朗和销赃嫌疑人
王某松抓获，并在王某松家
中一冰库内查获被盗狗100
余只。6月5日下午，嫌疑人

李某举在公安机关强大的攻
势下，主动到淮滨县公安局
投案自首。

经审讯，嫌疑人陈某朗、
李某举交代自2020年 4月
份以来，其二人伙同李某驾
驶套牌车流窜至河南淮滨、
固始，安徽阜南、颍上、颍州、
霍邱、利辛、涡阳、蒙城等数
十地，采用有红外装置的弓
弩用毒针将狗射杀的方法，
先后作案100余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
朗、李某举分别因涉嫌盗窃，
王某松因涉嫌销售赃物已被
淮滨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 近日，因灌溉引
发的纠纷出现高发势头。光
山县公安局晏河派出所高度
重视，闻警而动，运用警民联
调机制，连续化解两起矛盾
纠纷，有力维护了旱情期间
辖区治安秩序稳定。

6月 2日夜11时许，晏
河派出所接到晏河村村民陈
某求助称，其用于灌溉农田
的抽水管在公路上被一辆过
路的载重车压破，与该司机
发生了纠纷。值班民警刘明
快速到达现场后发现，由于
二人互不相让已致十余辆过

路货车滞留，造成了交通堵
塞，引发过路司机强烈不
满。在民警和过路司机的共
同劝导下，陈某最终同意夜
晚暂停抽水，待天亮在水管
上铺设保护设施后再抽水灌
溉。随后，民警和车主们协
助陈某将抽水管抬离，道路
很快恢复了正常通行。

6月4日上午9时许，晏
河乡晏河村村民晏某在该村
熊弄组的集体水塘里抽水时
与同村村民韩某发生纠纷，
继而引发撕扯。接到报警
后，晏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处置。鉴于双方都是
乡邻且无明显伤情，于是民
警与现场热心群众一起当起
了“调解员”，民警教育二人
当前正处于抗旱紧要关头，
首要的任务是做好抗旱保
种，大家要相互体谅，换位思
考，互帮互助。在民警和群
众的劝说下，冷静下来的二
人逐渐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错
误，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至
此，一场因农田引水灌溉引
发的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本报讯 近日，平桥公安
分局以打击传统盗、抢、骗等
多发性侵财犯罪为主线，通
过积极摸排案件线索，缜密
侦查，成功打掉一系列盗窃
电动车团伙，抓获嫌疑人 5
人，破案40余起，收缴电瓶
100余块。

5月份以来，平桥辖区连
续发生电动车电瓶被盗案。
案件发生后，分局立即成立
专案组，组织精锐警力迅速
开展研判分析、缜密侦查。

在市局相关部门支持
下，6月3日，分局派出两个

抓捕小组，一组在浉河区飨
堂一居民楼经过蹲守，成功
将嫌疑人彭某、彭某某、柴某
某、黄某某等四人抓获；另一
组奔赴湖北随州将另一嫌疑
人杨某某抓获，并收缴作案
工具若干，查获被盗电瓶百
余块。

经过讯问，犯罪嫌疑人
彭某、彭某某、柴某某、杨某
某供述了盗窃电动车及电瓶
的犯罪行为，并被平桥公安
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讯 6月1日，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信阳市
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团市委走
进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以关爱困境儿童为主题的“温
暖童心、快乐六一”爱心捐赠
活动，与残障儿童共庆节日。

在捐赠仪式上，特校少先
队员代表为参加捐赠仪式人
员送上了红领巾，团市委副书
记王宁和支队政治部主任高
亮向特校进行了捐赠，为孩
子们送上了温暖的“六一”
礼物。慰问人员向特校同学
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他们珍
惜当前美好的生活，树立远
大理想，培养过硬本领，把
握正确的人生航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刻准备着。

特校校长张全芳对团市

委和消防支队的关心关爱表
示感谢，全体师生伸出大拇
指，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了
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仪式结束后，支队宣传人
员对全校师生开展了消防安
全培训。

近年来，支队一直把关注
少年儿童作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五四寄语、六一寄语精神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
工作，先后深入信阳市儿童福
利院、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贫困学生家庭开展走访慰问，
进行爱心捐助，帮助困境儿童
树立信心，培育自强不息的坚
强意志。下一步，信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将进一步探索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路子、新办法，
为造福信阳、添彩中原提供安
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本报讯 汛期将至，为积
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
气带来的灾害影响，确实做
好抗洪抢险准备工作，提高
抗洪抢险救援作战能力，连
日来，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积极组织各地消防救援站开
展水域救援作战训练、演练。

各地消防救援站根据各
自辖区特点，全面谋划、认真
组织，积极做好水域救援的
准备和训练、演练。一是全
面清理水域救援装备器材。
按照防汛抗洪工作要求，加
强车辆和救援装备的维修和
检查，配足配齐救生衣、救生
圈、安全绳等抗洪抢险救援
器材，并强化器材装备熟悉

程度，提升器材装备在救援
中的效能。二是积极开展水
域救援作战训练、演练。根
据辖区水域分布情况，各救
援站分别组织开展了水域分
布熟悉、舟艇操作练习、水域
救援装备操作练习等科目的
训练，重点对救援器材装备
的组装、使用方法、故障排除
等进行了训练，尤其是通过
不断优化科学编组和人员分
工，磨练了全体指战员战斗
意志，激发了训练热情，为即
将到来的救援时刻准备着。
三是时刻不忘作战训练安
全。水上救援具有技术要求
高、救援难度大、危险性高等
特点，训练前，指挥员都对指

战员水上救援经验和个人游
泳技能进行细致了解，并要
求大家在训练中树立安全意
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
训练中绝对安全。

通过水域救援训练、演
练，进一步使全体指战员掌
握了进行救援的程序，全面
提高了指战员水上救援实战
能力，使全体指战员既熟练
掌握了器材装备的操作方法
和水上救援的基本技能，又
强化了水上抢险救援的实战
水平，为做好即将到来的抗
洪抢险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各地
开展汛期水域救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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