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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口讯 刚刚过去
的2021年元旦假期，沈丘
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党
委书记、督察长何洪涛轻车
简从，采取事先不打招呼的
方式，到新安集、纸店等多
个派出所“暗访”。

每到一处，何洪涛都仔
细查看派出所所容所貌、内
务管理，走进“三区”和“五
小”工程查看接处警登记等

工作台账，查看民警、辅警着
装情况并与大家座谈，详细
了解辖区人口、行政村、自然
村分布以及治安状况。

他十分关注派出所平
安守护等打防刑事犯罪工
作，在听取各单位辖区传统
盗抢骗案件侦办、网上追逃
以及涉毒人员情况汇报后，
他强调，要以“平安守护”、

“三川利剑”专项行动为载

体，积极研判辖区治安形势，
全面启动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化解、大稳控，发挥好预警
功能，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
要有效整合警力资源，牢固
树立“百姓过节、警察站岗”
的理念，积极开展好元旦集
中清理清查和抓捕行动，以
人民警察的担当作为保辖区
一方平安，让人民群众放心
满意。

本报周口讯 为迎接第
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近
日，郸城县公安局举行升国
旗仪式，开展向警旗宣誓活
动。该县副县长、县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陈凤祥主持
仪式。

1月8日上午8时30分
许，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
由青年民警组成的国旗护
卫队顶着凛冽的寒风,精神
抖擞、庄重威严，迈着整齐的
步伐护送国旗走上升旗台。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200余
名民警警容严整、庄严肃立，
向国旗敬礼，表达对伟大祖

国的热爱和无限忠诚。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
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做
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不
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而努力奋斗！”面对随后
升起的警旗，全体民警高举
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
的宣誓声响彻全场，庄严的
誓词增强了全体民警为党
为人民履职尽责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熠熠警旗耀，热血铸警
魂。全体民警纷纷表示，公
安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使命光荣，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训词为号令，以
警旗为指引，振奋精神、坚
定信心，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公安
工作新局面，再创新辉煌！

同时，陈凤祥要求各位
派出所所长要切实关心民
警、辅警的生活、饮食,特别
是夜间加班误餐保障，做好
防寒保暖、抗疫防疫，以一
流的精神状态和竞技姿态，
投身“平安守护”、“三川利
剑”专项行动。

本报周口讯 近日，项
城市公安局举行以“护航新
时代·扬帆再出发”为主题
的2020年度项城市公安局

“十佳民警、十佳辅警、十佳
警嫂、十佳警队”颁奖仪
式。周口市公安局副局长
杨杰，项城市委副书记张文
成，项城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段晓，项城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高必民，项城市政
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党委书
记、督察长万东伟，项城市

政协副主席王养岭，项城市
检察院检察长周威等领导
出席颁奖仪式，并分别向获
奖同志颁奖。

颁奖晚会以视频为主
要表现形式，融合诗朗诵、
歌伴舞、小品、快板等，再现
了项城公安2020年奋斗历
程 和 工 作 亮 点 ，展 示 了
2020 年项城公安拼搏进
取、砥砺奋进的光辉形象。
经过逐级遴选、组织审核等
环节，杨越超等10名同志

当选 2020 年度“十佳民
警”，谢会宾等10名同志当
选“十佳辅警”，杨明英等10
名同志当选“十佳警嫂”，拘
留所警队等10个基层所队
当选“十佳警队”。

现场的公安民警、辅警
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
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榜样为镜，向先进学
习，克难攻坚、砥砺奋进，为
守护好项城的蓝天白云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周口讯 1月8日早晨
6时许，气温零下8摄氏度。沈
丘县公安局老城镇派出所接到
110指令，辖区程庄行政村一村
民家中失火。接到指令后，值
班副所长刘建华迅速带领辅警
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
发现起火点为村民储存劈柴和
煤炭的木棚，火借风势、风助火
威，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巨
响。

然而，当民警准备打开水
龙头取水灭火时，却发现村民
及邻居家的自来水管全部冻
住。此时，火势正逐渐增大，很

快就要蔓延到四邻。副所长刘
建华看到村民屋后有一处水
塘，尽管水面结冰但冰层不厚，
他立即喊来附近群众，用铁锹
和石块把冰面凿开。随后，调
来抽水泵，接通水管，经过近10
分钟扑救，成功扑灭大火，避免
了连片过火引发人员伤亡和重
大财产损失。

经调查了解，起火原因是
劈柴和煤炭堆积，屋内电路打
火引起。警方提醒，冬季火灾
多发，要经常检查线路，避免打
火，同时，要防止可燃物存放不
当引发火灾。

本报周口讯 2021年元旦
佳节，新一届沈丘县公安局党
委在县委、县政府和周口市公
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
带领全县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
公安民警、辅警，牢固树立“群
众过节、警察站岗”理念，圆满
实现各项目标任务。

1月1日至1月3日，沈丘
县接报刑事案件9起，同比下降
25%；治安案件6起，同比下降
33%；全县公安机关累计抓获
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3名，破
获各类治安、刑事案件27起。

节日期间，沈丘县政府党
组成员、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督
察长何洪涛等领导带队赴基层
一线单位，督导检查值班备勤、

应急处突及内务管理工作，看
望慰问执勤民警，发现问题，要
求就地整改落实。

2020年12月31日至2021
年1月3日，每晚8时至11时，
该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大巡逻大防控大清查大抓捕大
宣传”活动。整个节日期间，全
局累计出动警车120余辆次、警
力800余人次，执行“五位一体”
治安巡逻机制，清理商超、宾馆、
出租房屋、娱乐场所治安隐患
80余处。该局交警大队严查

“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涉
牌涉证等违法行为39起；各辖
区派出所累计排查人员密集场
所和“九小”场所火灾隐患120
余处，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本报周口讯 2020年12月
31日，淮阳区公安局特巡警大
队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紧急集
合，执行重要任务。随即，特警
队员赶到案发地点，按预案展
开排查犯罪嫌疑人工作。

当晚11时49分，正在指挥
排查工作的带班副中队长薛成
华突然面色发白，满头虚汗，四
肢无力。原来，薛成华因长期
工作强度大、熬夜太多而导致
心脏出了问题，队友们赶紧找
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给薛成
华含了一片硝酸甘油片。过了
一会儿，身体依旧虚弱的他却
对队友说：“我没事，还能坚持，
大家继续排查，抓嫌疑人要
紧。”

队友们看着脸色苍白、眉

头紧锁的薛成华，担心他病情
进一步恶化，便安排专人强行
将他送往医院救治。可住院的
薛成华依旧放不下手里的工
作，询问队友案件的最新情况
并用对讲机指挥排查……2021
年1月1日凌晨2时许，犯罪嫌
疑人被成功抓获。医生检查过
薛成华的身体后发现情况不是
很乐观，建议他住进重症监护
室进行治疗，但薛成华不同意。

次日，大家都以为薛成华
要多休息一会儿，但天刚蒙蒙
亮他就赶到了单位，从早上6时
一直忙到晚上9时，其间他两次
服药压制病情，靠着毅力坚持
讯问犯罪嫌疑人，直到将犯罪
嫌疑人送进看守所，他才拖着
疲惫的身躯回来。

1月10日，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商水县公安局平
店派出所围绕“平安守护”工
作，深入到菜农棚园开展冬
季安全防范知识宣传活动，
筑牢辖区冬季社会面治安防
控屏障，提升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顶端新闻·大河报
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郭利军
摄影报道）

沈丘县政府党组成员何洪涛
“暗访”派出所平安守护工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自来水管上冻 民警凿冰灭火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百姓过节 警察站岗
沈丘警方元旦安保圆满收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带病守岗位 假日擒匪徒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以警旗指引 向警旗宣誓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孟令康

护航新时代 扬帆再出发
项城市公安局举行警察节颁奖仪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牛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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