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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综合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西华县公安局召开专题党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何强

本报周口讯 12 月 23 日上午，西
二要干部带头“讲”，充分发挥领导干
华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邢玉周
部示范引领作用，深入基层宣讲，为
以“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切实履行
民警作专题辅导。三要教育整顿
公安职责使命”为主题，为全体中层以 “悟”，将学习全会精神与教育整顿结
上干部和党员民警代表讲授党课。
合起来，不断把“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授课期间，邢玉周向党员干部传
从严治警”教育推向深入。四要深入
达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
细致“研”，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全会精
义，带领党员民警全面系统领会了党
神，认真研究谋划明年和今后一个时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他就确保
期全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总体
学习贯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思路和意见措施，统筹安排好明年专
提出了 4 点要求：一要全面系统“学”， 项打击整治行动，用实实在在的成效
通过党委会、理论中心组学习、
“ 三会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促进公安工作实
一课”、公安思想政治大讲堂、指导员
现新突破、再创新业绩、再求新发展。
小小思政课等形式，广泛深入学习。

举行知识竞赛 增强禁毒意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李琼
本报周口讯 12 月 23 日，扶沟县
公安局精心组织禁毒工作者和相关
警种代表 30 余人，举行今冬明春禁种
铲毒知识竞赛活动。
赛前，扶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
队长董铁成作了讲话，他要求，县公
安局禁毒工作者要以此次知识竞赛
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思想武装，严格
纪律作风，提升禁毒工作能力，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昂扬的斗志积
极投身本职工作，为扶沟禁毒事业的
发展进步再立新功。同时，禁毒工作
者也要积极按照省、市县禁毒委员会
部署和要求，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各项禁毒工作的
开 展 ，确 保 禁 毒 示 范 县 建 设 的 常 态
化；要通过多种巡查和宣传方式，严
把罂粟种子“落地关”，营造“不敢种、
不能种、不想种”的浓厚氛围；要提高
吸毒人员收戒管控和吸毒人员社会
面管理，强化发现、查处、管控、收戒
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
降 格 处 理 ，起 到“ 打 击 一 批 ，震 慑 一
片”的效果。
赛后，通过对竞赛试卷的评分，
按照分数的高低评出了一、二、三等
奖，并对考试成绩优异的 6 名同志通
报表扬，颁发证书和纪念品。

周口铁路公安分局
开展“平安守护”夜查行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本报周口讯 12 月 24 日晚，河南
省地方铁路公安局周口分局组织警力
开展治安消防夜查行动，全面排查辖
区内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隐患和
重点人员情况，全力做好“平安夜”安
全保卫工作。
该局民警先后检查了火车站售票
厅、消防综控室、行车调度室等重要部
位的安全运行状况，安检查危人员的
在岗在位情况，站区超市、餐厅等公共
场所消防器材管理使用情况。对发现
的治安消防安全隐患要求当场进行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下发《安全隐患限
期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
改到位；同时，民警督促铁路内部单位

严格落实铁路安全主体责任，坚持做
到日常管理不放松、安全意识不懈怠、
重要节点防得牢，全力确保旅客群众
和铁路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铁路施工工地，民警还逐一对
施工人员身份进行了核查，严防施工
场所“藏污纳垢”，并要求施工单位对
务工人员变动情况及时登记、上报，确
保铁路辖区人员稳定、治安大局持续
平稳。
此次治安消防夜查行动，共出动
警力 33 人次，打击非法揽客人员 6 人，
当场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1 处，全
力保障节日期间辖区治安大局安全稳
定，积极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

开展反恐实战演练
提升应急处突能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闫晓凤
本报周口讯 近日，扶沟县反恐
办组织开展 2020 年反恐应急拉动演
练，公安、卫生、电力、消防、环保等反
恐应急第一梯队力量共计 100 余人
参加了演练。扶沟县政府党组成员、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县反恐怖领
导小组副组长田豪杰，公安局政委、
县反恐办主任石伟观摩了演练。整
个拉动演练由政委石伟现场指挥。
上午 10 时 30 分演练正式开始，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模拟警情，
“在
扶沟县高铁站南门，有 6 名暴恐分子
对群众进行砍杀”。接到指令后，县
公安局向各反恐队伍下达演练集结
指令，各队伍均按照要求紧急拉动队

伍，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赶到现场
进行处置。
此次演练主要检验发生涉恐事
件后，各反恐应急处置队伍紧急集
合、联勤联动及协作配合的能力，检
验各应急处置队伍对警械、装备、车
辆等的日常维护和战时使用能力。
整个演练节奏迅速、组织严密，有效
提高了各单位、各部门面对暴力恐怖
事件的突发应急能力和“1、3、5 分
钟”
快速反应能力。
演练结束后，田豪杰局长对拉动
情况进行了讲评，要求各单位要树立
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反恐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户口重复被删除
民警帮他找到
“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本报周口讯 日前，淮阳区公安
局城内派出所在走访中了解到，一居
民因早年在新疆办理户口与老家户
口重复被删除，导致现在无户口无身
份证。随后，民警启动绿色通道，帮
这位无户口居民找到了
“家”。
据介绍，因这位居民没有户口，
导致他也无法办理身份证。他的父
母、妻子和孩子都已落户新疆，他连
去新疆探望都成了难题，而且家乡的
各种优惠政策也没法享受。了解这
一情况后，派出所迅速启动让群众
“只跑一趟”模式，用 3 小时时间办理
完所内工作流程。
所内工作流程办理结束后，那位
居民感激地说：
“ 我终于可以办身份

证了，可以坐火车去看看我父母妻儿
了，这几年压在我心里的大山终于搬
走了。”同时，他表示要为城内派出所
送锦旗感谢，但被民警婉言谢绝。民
警告诉他，这是应该做的，不需要送
锦旗感谢。而内心激动的居民董某
又表示，要申请加入治安信息员队
伍，
主动为民警分忧解难。
目前，居民董某已写下加入治安
信息员队伍的申请书。淮阳区公安
局城内派出所负责人表示，新形势
下，城内派出所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
群众，做社区民意的知情人、社区治
安的责任人、化解矛盾的有心人、分
忧解难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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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助菜农销售蔬菜

稳步推进两委换届 选优配强村级班子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刘叶茂
本报周口讯 近期以来，淮阳区安
岭镇把班子建设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
重中之重来抓，多措并举稳步推进支
村两委换届工作。
该镇党委书记沈群主持召开党政
联席会和全镇换届工作动员，明确要
求切实增强抓好换届工作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根据淮阳区委要求并结合安
岭镇各村工作实际及时间节点，全镇
34 个行政村稳步推进实施，从支部换

届到村委换届，全程都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保证了“两委”换届选举严格依
法、公正有序进行。
该镇严格按照
“九不能、六不宜”
标
准，选好领头人，选优配强村“两委”班
子。坚决把那些违法犯罪、涉黑涉恶、
不守规矩、不符合要求的人员挡在换届
大门之外，
切实把想干事、敢干事、会干
事、干好事、不出事的优秀年轻党员和
群众选配到村干部岗位上来。

冬至过后，正是大棚内有机蔬菜大量上市、菜农忙活生产销售的关键时
期。12 月 23 日，商水县公安局平店派出所党支部充分发挥线上线下优势，利
用警民一家亲平台帮助辖区鑫园种养合作社广泛宣传，得到了群众好评。图
为民警帮助菜农采摘蔬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郭利军 摄
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