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 龚浩 美编 季枫

河南 政法AⅠ·15

本报濮阳讯“幸亏送
得及时，否则就麻烦了。”回
想起3个月前的一幕，河南
省清丰县公安局民警既感
觉后怕，又对王宏伟十分钦
佩。

7 月 14 日上午，清丰
县公安局一级警长王宏伟
邀请濮阳市公安局业务能
手对该局上网在逃人员

“会诊”，案情研判会开到
中午，王宏伟突然感觉脑
部不适、上肢活动不便，送
医后被诊断为脑血栓。

在清丰县公安局，熟悉
王宏伟的人都知道，他一心
扑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上，
王宏伟既是指挥员、也是战
斗员，既是组织者，更是排
头兵。

针对清丰县系列侵财
案件高发情况，王宏伟和民
警一起分析研判，精准判明
侦查方向，成功打掉了多个
系列侵财案件犯罪团伙，有
效遏制了侵财案件高发势
头。

2017年春夏之交，清
丰县发生多起货车柴油被
盗案件。经初步侦查，犯罪
嫌疑人为2名，驾驶一辆银
灰色现代越野车作案，作案
时戴帽子、口罩、手套进行
伪装。2018年 3月，同类
案件再次高发。王宏伟从
刑侦大队、柳格派出所、大
流派出所、合成作战中心抽

调精干民警组成专案组，在
他的带领下，专案组成功破
案，带破周边地市同类案件
58起。

强化责任勇担当。根
据前期侦查发现，2016年
5月份以来，安某等人合伙
成立某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非法开展汽车分期销
售业务，非法强行扣押被
害人车辆并强行索要高额
拖车费及违约金；2016年
8月份以来，杨某成立某民
间借贷公司，开展放高利
贷业务，并指使他人采用
喷字、拉横幅、喇叭喊、贴
照片等方式进行索债，严
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2018 年 2 月 1 日，王宏伟
组织县局100多名民警集
中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27名，群众拍手称快。

坚定初心展忠诚。“我
暂时不能带队，那几个案子
还得抓紧办！”病床上的王
宏伟放不下手中的案子，对
重点案件进展情况，经常利
用电话或微信，同刑侦大队
侦办民警沟通交流。

病情好转后，王宏伟就
迫不及待办理了出院手续，
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一如既
往全力投入案件侦办工作，
全力开展岁末年初“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王宏伟同志
以实际行动展现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

本报鹤壁讯 他扎根基
层、以所为家，无论是在疫情
防控工作还是打击网络犯罪
中，他都以强烈的战斗精神和
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一线。
他以身作则，以工作为中心，
舍小家为大家，团结全所，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
员的政治担当。他就是浚县
公安局卫贤派出所民警——
牛椿豪。

自2017年 8月份参加公
安工作以来，牛椿豪吃苦耐
劳、认真严谨、连续作战、工作
积极，2016年11月份他在浚
县公安局卫贤派出所实习期
间，深耕群众中，脚步遍布村
舍每一个角落，严寒酷暑，风
雨无阻，毫不懈怠，得到各级
领导和同事以及辖区群众的
一致好评。

牛椿豪在工作上是铁
人。2020年，牛椿豪同志在抗

“疫”战线上，除了出警，没有
离开过派出所半步。疫情不
退，警察不退。面对外出务工
返乡人员，他协助乡镇做好相
关管控工作，每天在做好排查

的基础上，协助相关部门向辖
区居民普及防范知识，服务疑
似病例及时就医，劝导外出回
村人员主动进行14天的居家
隔离。

公安民警来自人民、依靠
人民、服务人民。牛椿豪是这
么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
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在处
理一起涉嫌诈骗群众的案件
时，连续几周没有好好休息，

“白加黑”“五加二”，把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案件办理
上，经过多方努力及时把案件
侦破，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为受害人挽回损失。牛椿豪拼
命破案的工作态度，受害人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拿回钱财的
那一刻，受害人热泪盈眶握着
牛椿豪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

“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啊！”这只
是牛椿豪办案中的一个缩影，
工作中，他事无巨细，大事小事
都帮老百姓尽心干，干扎实。
牛椿豪常说：“公安就是守护群
众的最后一道防线，干扎实，心
也踏实。”

4年来，牛椿豪初心不改，

在执法第一线经常能够看到
他英姿飒爽不停忙碌的身影，
他用浑身正气维护一方安宁，
用担当负起沉甸甸的责任。
凭着对公安工作的热爱与执
着，他身穿藏蓝警服，头顶熠
熠警徽，肩扛使命担当，在平
凡的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
生价值，为人民群众奉献青春
和热血。

浚县民警牛椿豪

扎根基层献青春 守得初心铸警魂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宋欣欣

清丰县民警王宏伟

忠诚担当，不负群众期望
□谷武民 安立军 任文豪

本报鹤壁讯 自 2016 年
以来，浚县公安局在县委、县
政府的正确统一领导下，奋发
有为，团结进取，狠抓道路平
安建设，全力消除各种交通安
全隐患，有效预防了交通事故
特别是较大事故的发生。

加强对重点驾驶人及车
辆的源头化管理，严把驾驶
人和车辆的准入关，强化“两
个教育”工作，及时通报隐患
问题，建立完善机动车稽查
布控系统，坚持做好隐患清
零工作；大力开展道路隐患

点段排查，对事故多发路点
段进行重点勘查，发现安全
隐患，及时联合和上报有关
部门加强治理；严查严处各
种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
醉驾、酒驾、超速超员超载、
无牌无证等易发交通事故的
违法行为，强化警示惩戒作
用；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积极开展“五进”宣传,
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多
措并举，实现多方位、全覆
盖、氛围浓厚的态势，全面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促使大家养成安全、文
明的良好出行习惯；积极推
进“两站两员”、“路长制”建
设、深化“千灯万带”工程等。

在机动车数量和通车里
程快速增长和道路交通安保
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浚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通过一
系列措施的实施，全县连续五
年未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无重大交通信访案件，从而有
力地确保了全县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的整体平稳。

本报鹤壁讯 为进一步规
范浚县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管
理，完善管控机制，杜绝易制
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加大
对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和规范使用，近日，浚县公安
局禁毒大队对辖区内部分企
业进行了易制毒化学品的专
项检查。

检查中，禁毒民警对各单
位、企业购买，运输备案和使
用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对生
产企业销售渠道进行了督导

检查，严防流入非法渠道。检
查民警听取了单位、企业负责
人就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仓
库、使用等情况的说明，并实
地查看了易制毒化学品的保
管场所和相关安全制度及存
放、经营、使用和运输等环节，
仔细查阅核对了出入库台
账。同时耐心地向企业负责
人宣传讲解有关条例，督促企
业做好自我管理工作。民警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重
点说明，同企业签订了责任

书，督促企业相关负责人提高
执行力，要求企业依相关政策
法规，逐条整改落实。

此次检查，进一步加强了
浚县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使用
企业规范、安全意识。浚县公
安局对易制毒化学品的主动
管控力度，提高了辖区易制毒
化学品重点单位从业人员的
守法自律意识和安全生产意
识，密切了禁毒大队与相关企
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联系，守好
了禁毒第一防线。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
壁市平安建设工作攻坚冲
刺动员大会吹响了提升平
安鹤壁建设水平、再创全省
平安建设优秀省辖市的冲
锋号。淇县公安局聚全力
迅速投入到年末岁首冲刺
战战役之中。截至目前，该
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80
起，抓获嫌疑人212人，打
击刑事犯罪工作成效显著。

重拳出击打压犯罪。
淇县公安局将打击电信诈
骗作为首攻方向，加快在办
的电信诈骗案件侦破力度，
迅速掀起打击电诈犯罪新
高潮。对每个电诈嫌疑人
明细抓捕进度和责任民警，
每天编印打击刑事犯罪专
报，实行奖惩分明的战时激
励机制。截至目前，已抓获
电信诈骗嫌疑人54人。

多轮驱动，务求实效。

淇县公安局扎实开展严打
斗争，特别是对“两抢一盗”
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暴
力犯罪等进行严厉打击，切
实提高街面见警率、巡查管
事率和现场抓获率，增强群
众安全感。

推进社区警务，排查矛
盾纠纷。该局组织民警认
真开展不稳定因素的排查，
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
先后调处各类纠纷78起。
目前，淇县已实现连续两年
无命案。

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已进入决战决胜阶段，该
局扎实开展“六清”行动，保
持高压态势不松懈，持续推
动扫黑除恶深挖根治。截
至目前，共抓获涉黑涉恶类
犯罪嫌疑人56人，扣押、冻
结、查封资产折合人民币
1.4亿元。

狠抓道路平安建设
浚县连续五年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宋欣欣

浚县公安

加大禁毒安全管理工作 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宋欣欣

淇县公安聚全力保平安
誓夺年末岁首冲刺战全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