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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带着对公安系
统的关怀和厚爱，平桥区委
书记李灵敏，区委副书记、区
长董立淳，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丁春雷，副区长陈寅来
到平桥公安分局开展调研，
并举行全区公安系统座谈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在座谈中，李灵敏等领
导听取了平桥公安分局、明
港公安分局、平桥勤务大队、
明港勤务大队主要负责人关
于各自工作开展的情况、存
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打算。

李灵敏强调：平桥公安
分局进行了新组建，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讲政治是第一要务，
要始终做到政治正确，把握
好方向。特别是公安系统的
主要负责同志要联系实际，
带头学习。公安干警要在新
时期的发展中，跟上时代的
步伐，做好人民群众的贴身
卫士。

董立淳在座谈时充分肯
定了全区公安系统所取得的

成绩，他强调公安机关是党
委、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责
任重大，要始终把“政治意
识”装在脑中。成为一支讲
政治、讲大局、讲宗旨、讲法
纪的队伍，始终把“责任意
识”抓在手中，为努力建设和
谐美丽幸福新平桥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座谈前，区领导还观看
了平桥公安分局一楼大厅的
工作展板，实地察看了平桥
公安分局八楼视频监控中心
建设情况。

本报讯“两率”即公众
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
度。为了进一步提升“两
率”，平桥公安分局多措并举
迅速掀起新一轮提升“两率”
工作的新高潮。

一是迅速掀起打击犯罪
新高潮。分局成立多个打击
专班，集中优势兵力打击盗
窃、电诈、跨境赌博等侵财类
犯罪，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打
掉一批团伙，抓获一批违法

犯罪嫌疑人，让人民群众看
到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二是迅速掀起巡逻防控
新高潮。平桥公安全警出
动，全员巡逻，不间断盘查清
查重点场所，提高路面见警
率、盘查率、管事率，增强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

三是迅速掀起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新高潮。各单位学
习借鉴“枫桥经验”，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初始，化解在萌

芽状态。
四是迅速掀起宣传新高

潮。多形式，全方位，高频率
宣传平桥公安，让更多的群
众理解支持公安工作，给公
安机关投上满意一票。

五是迅速掀起转变作风
提升形象新高潮。全体民警
以“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
治警”教育整顿为契机，不断
深化纪律作风建设，全面落
实便民利民措施。

本报讯 近日，洋河派出所
民警在提“两率”巡逻时，接到
群众报警称：其在水库看门的
家犬被盗。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反
应，启用视频追踪，通过查看
沿途各个路口的监控视频，发
现犯罪嫌疑人消失于陆庙一
民宅之中。办案人员当机立
断入室检查，发现王某某神色
慌张、准备逃跑，且在住宅内
发现黑红色摩托车、弓弩、狗
皮、毒针等部分与监控视频中
显示极为相似的作案工具，作
案嫌疑极大。

通过视频追踪和分析研
判，确定违法行为人系王某某
后，民警将其抓获，带至洋河派
出所。经讯问，该王某某2019
年9月因盗窃被取保候审，系
犯盗窃罪前科人员，且反侦查
经验丰富，拒不交代犯罪事
实。派出所民警与其斗智斗
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各项
证据面前，终于攻破其内心防
线，交代犯罪事实。原来王某
某先行驾驶摩托车踩点，发现
目标后用铁丝、麻袋、弓弩等作
案，通过这些手段将水库看门
狗盗走。

本报讯 近日，在平桥公
安分局甘岸派出所的帮助下，
确山县新安店乡83岁走失老
人李某某平安回到女儿家
中。当天上午10时，其女儿满
怀对公安机关的感激之情，来
到甘岸派出所赠送锦旗表示
感谢。

平桥公安分局甘岸派出
所民警王诗文带领辅警杨林
森、黄微巡逻至甘岸王庄村部
时发现一名老人倚靠在树下，
遂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在与老人的沟通过程中发现
老人听力不好，记忆力也下
降，老人自称姓李，今年83岁
了，目前自己住，问及子女时，

老人也说不上孩子们的姓名
和住址。

在与附近村民交流了解
后，民警王诗文了解到老人并
非甘岸辖区居民，便将老人带
回派出所，根据老人提供的只
言片语以及人像比对后，王诗
文初步判定该老人为确山县
新安店乡下李庄人，在确认核
实及取得该老人子女信息后，
民警王诗文带领辅警杨林森、
黄微连夜将老人送至确山县
双河乡其女儿李女士家中。
在李女士口中了解到，该老人
名叫李某某，83岁，因年纪大
智力及记忆力下降，已从家中
走失三天。

本报讯 在开展打击侵财
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平桥公安
分局精心组织，在打击传统盗
抢骗犯罪中取得一系列战果，
破获一批系列盗窃摩托车、充
电桩财物、车内物品等关乎民
生的案件，远赴十余个省市抓
获10余名“断卡”嫌疑人。破
案40多起，收缴作案工具、赃
物、涉案银行卡等，受到群众的
一致好评。

分局民警在日常检查工作
中发现，在龙井乡一修理摩托
车的门口，两辆摩托车的车锁
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十分可
疑，民警立即摸排调查后发现
一个盗窃摩托车团伙，通过查
找人员行动轨迹和作案规律，

经过蹲守和布控，10月22日，
刑警队抽调专人，在平桥龙江
路将4名涉嫌盗窃充电桩财物
团伙抓获，后经突审又抓获2
名嫌疑人，破案30余起。

“云剑行动”开展以来，平
桥公安分局主动出击，奔赴洛
阳一举打掉一个公安部部督涉
嫌黑灰产诈骗团伙，抓获5人。

分局进一步加大对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打防管控力
度，全力执行“断卡”行动。在
市局反诈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刑警大队跨省追击，抽调专人
远赴沈阳、葫芦岛等地开展工
作，并将涉嫌断卡嫌疑人梁某
抓获，当场收缴作案银行卡若
干。

本报讯 近日，平桥公安
分局举行揭牌仪式。信阳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侯钦
东，区委副书记、区长董立淳
出席仪式并致辞。市公安局
常务副局长何祥松主持仪
式，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从
贵，副书记、政委谢亚光，分
局各队室负责人、民警参加
了揭牌仪式。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侯钦东在讲话中强调，大家
要牢记政治之责，凝聚思想
共识；牢记平安之责，强化使

命担当；牢记改革之责，助推
创新发展；牢记严管之责，锻
造过硬铁军。不断开创平桥
公安工作新局面，向党和人
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区长董立淳在致辞中代
表平桥区委、区政府对全市
公安系统对平桥的关心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奋战在
一线的全体公安干警表示诚
挚的慰问。希望大家在今后
工作中要全面加强政治建
设，为平桥公安事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为大别山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
献。

局长周从贵表示，整合
后的平桥分局，在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方面
加压加力，奋发作为，在服
从、服务平桥经济社会发展
中勇当先锋，保驾护航。新
的起点，新的任务，新的征
程！平桥公安在市公安局党
委和平桥区委、区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努力拼搏，勇争一
流，敢打必胜，再树新形象，
再创新佳绩！

本报讯 在开展提升“两
率”工作中，平桥公安分局在
召开的派出所工作会议上进
一步安排部署，不间断地开
展社会治安防控，以打促防，
全力维护好辖区的治安稳
定，确保发案少，秩序好，让
群众满意，促进“两率”提升。

城阳城址派出所：抓获
一名盗窃嫌疑人 破获案件
4起

11月4日，城阳城址派
出所接报警，一群众稻子被
盗。巡逻民警迅速对犯罪嫌
疑人可能的逃跑线路进行追

捕，最终在查山路口以北的
一加油站附近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抓获。经审讯，王某某
供认犯罪事实，被平桥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甘岸派出所：成功破获
一起盗窃案

11月4日，甘岸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一青年在手机
店选看了两款华为手机，没
有付款，趁店员开票之际携
带手机迅速逃离现场。甘岸
派出所民警经研判，很快锁
定犯罪嫌疑人及所居住的地
址，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

现场查获被盗手机2部。
洋河派出所：快速破获

一起寻衅滋事案
11月 6日傍晚，洋河派

出所民警在巡逻至白果树公
园时，发现一名青年男子正
在大肆破坏公园设施，并不
停对管理人员威胁恐吓，巡
逻民警前往制止时其对民警
进行人身攻击和威胁。民警
随后将其强制带离，经调查
后对其以寻衅滋事罪立案调
查，后被刑事拘留。该案的果
断成功处置，受到镇党委、政
府和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平桥区主要领导到平桥公安分局调研
全区公安系统座谈会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平桥公安分局多措并举提升“两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平桥公安分局洋河派出所
破获一起盗窃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平桥公安分局民警救助走失老人
家属送锦旗致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平桥公安分局加强治安防控 促“两率”提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平桥公安分局：
精准亮剑出重拳 打击犯罪显成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新起点 新任务 新征程

平桥公安分局举行揭牌仪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