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冯帅

河南 政法AⅠ·13

2月10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商水县四个班
子领导深入县公安局，看
望慰问公安民警、辅警，
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并
对全体民警、辅警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图为在新组建的县公安
局合成研判中心，商水县
公安局局长王之栋汇报
了各个研判专班的职能
作用、运转模式以及合成
作战在打击犯罪中的优
势。（顶端新闻·大河报记
者 于扬 实习生 郭涵
泽 摄影报道）

本报周口讯 2月12日，
农历大年初一。沈丘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洪涛带
领在家的全体党委班子成
员，与110指挥中心、交警、特
巡警、情报研判专班等一线
民警，共保沈丘辖区一方平
安，共保父老乡亲度过安乐
祥和的新春佳节。

上午10时，何洪涛一行
来到110指挥中心，向带班主
任和接警员拜年。他仔细查
看当日接警、指令台账以及

视频监控平台实时画面。何
洪涛指出，春节期间，接警要
及时、文明；指令要精准、规
范；信息渠道要畅通、高效。

在沈丘高铁北站，何洪
涛与执勤特巡警大队民警一
一亲切握手。他希望广大执
勤民警，要坚持动中备勤、严
防死守，确保万无一失。在
城区泰安路东口，何洪涛一
行与大家一起值守高峰岗。
他勉励广大交通民警，要发
扬“百姓过节、警察站岗”的

奉献精神，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全力压事故、保畅通；坚
持常态化严查“酒驾醉驾”，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让广大
市民时刻感受到“警察就在
我身边”。

在刑警大队研判专班，何
洪涛为大家送上局党委的新
春佳节问候和祝福，鼓励研判
专班的全体同志，落实好“日
研判、日调度、日通报”制度，
为一线实战单位严打各类违
法犯罪提供精确制导。

本报周口讯 2月17日，
周口市淮阳区一位老人在乘
车出行时突发疾病，家人送医
途中报警求助，淮阳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执勤民警为病重老
人开辟“绿色通道”，老人被火
速送到医院，争得了宝贵的救
治时间。

农历正月初六，正值第一
波返程高峰。上午10时 50
分许，淮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市中队执勤交警在淮阳区
羲皇大道与教育路执行交通
疏导任务。这时，一中年男子
匆忙跑来向执勤交警李炯、胡
少林、李晓旭求助称，车上一
老人因突发心脏病，病情非常
紧急，急需送医。但路上车辆
较多，怕堵车老人得不到及时
救治，希望交警予以帮助。接

到求助后，带班班长李炯立即
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通知沿
途各岗点提前疏通道路。

在去往医院途中，民警胡
少林观察到司机情绪激动，便
接替其驾驶车辆，李炯在副驾
驶一路联系各卡点，由警用摩
托车鸣笛开道护送车辆前往
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原本
10分钟的路程，仅用3分钟就
把患病老人安全送达。到达
医院后，李炯、胡少林、李晓旭
帮助患病老人挂急诊救治，3
人跑前跑后，直到患病老人顺
利得到救治才放心离开。

“非常感谢交警的热心帮
忙，急病患者耽误不得，要不
是交警当时护航开路，碰上交
通拥堵，肯定延误救治时间。”
老人的家属感激地说。

本报周口讯 近日，沈丘
县公安局党委部署开展百名
机关民警下基层活动，以“机
关+基层”模式，全面开展矛
盾纠纷大排查、安全隐患大
整改、社会管理大防控、网上
逃犯大抓捕、治安防范大宣
传、破案攻坚大会战。

该局要求，机关科室主
任、局直各大队大队长兼任
各派出所的“第一书记”，以
党建引领“强、严、控、保”专
项活动。活动共抽调100名

精干警力，根据党委委员分
工，全部下沉一线，配合基层
派出所重点打击传统“盗抢
骗”特别是电信诈骗等多发
型侵财类违法犯罪行为。同
时，下沉的机关民警参与抓
捕行动，参加对网上在逃人
员劝投及信息研判，积极投
身派出所日常破案、强戒等
工作。他们还与“一村一警”
有效衔接，全面梳理排查辖
区矛盾纠纷、不安定因素，并
组织辖区治安巡逻队分赴各

行政村夜间义务“打更”。民
警们还综合运用传统媒体、
行政村及民间“大喇叭”、微
信抖音自媒体，开展“防命
案、反电诈、防交通火灾安全
事故、防传统盗抢骗、防酗酒
滋事”等综合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抽调下基层
的局机关警力，已配合派出
所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20余名，侦破传统“盗抢骗”
案件40余起，有力提升了基
层群众的安全感。

本报周口讯 自“平安守
护”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淮阳
区公安局北关派出所按照
局党委部署安排，对辖区进
行大走访、大清查活动。近
日，该局根据摸排蹲守，成
功捣毁一个卖淫窝点，拘留
5人。

北关派出所统筹安排警
力，经过数天摸排蹲守，确定
辖区龙都大道中段隐藏一处
卖淫窝点。该处卖淫窝点以
临街门面房做掩护，白天正
常营业，难以察觉异样，直至

晚上11时许，才开始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每有嫖娼人员
进入，老板便在外面锁上铁
门，在门外进行望风观察、四
处张望，十分警觉，给抓捕行
动带来很大困难。

经过连续多日的蹲守，
北关派出所决定进行收网行
动。2月3日凌晨，所长林志
杰指派民警杨奇龙、谷亚勇
带领辅警苏雪涛、陈会来等
人在卖淫窝点附近蹲守，在
发现有嫖娼违法行为后，利
用卖淫窝点老板出门把风的

机会，抓准时机、雷霆出击，
迅速将其控制。随后，民警
快速进入店内，现场抓获正
在进行卖淫嫖娼的郑某祥、
周某珠、徐某宣、李某怡4人。

民警将4人及卖淫窝点
老板郑某梅带至所内进行讯
问，4人对卖淫嫖娼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郑某梅对容留卖
淫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北
关派出所依法对从事卖淫嫖
娼违法活动的4名违法行为
人处以5日行政拘留，对容留
卖淫的郑某梅刑事拘留。

本报周口讯 2月16日是
农历正月初五，人们还都沉浸
在幸福欢乐的春节假期之中，
身着藏蓝警服的公安民警仍
在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平安。
当天，鹿邑县杨湖口派出所民
警就帮助一位2岁的走失女
童找到了家。

当天，杨湖口派出所民警
尹卫领值班时接到110指令，
称在辖区一KTV附近有一女
童疑似与家人走失。接警后，
值班人员顾一诺、庞咪迅速赶
往现场。见到报警人时，民警
发现女童还在不停哭泣，已为
人父的顾一诺赶紧将女童抱
入怀中，轻轻擦拭红嘟嘟小脸
上的泪水，不停给她安慰。

简单向报警人了解情况

后，顾一诺抱着女童开始在附
近商铺展开寻找，或许是因为
顾一诺有两个女儿的缘故，在
找寻途中，女童竟然趴在顾一
诺的肩膀上睡着了，担心孩子
着凉，顾一诺和同事决定先将
女童抱回派出所，并在“警民
一家亲”微信群中，扩大范围
寻找家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下午4
时许，女童的奶奶急匆匆来到
派出所，见到了她走失3个小
时的孙女。原来，2岁的女童
妞妞（化名）中午由爷爷照看，
但爷爷忙着收拾东西一时疏
忽，就把孙女“看”丢了。当一
家人急得焦头烂额时，看到警
民一家亲的微信信息，便赶到
派出所认领。

本报周口讯“真心感谢
你们为政府挽回经济损失，找
回树木。”2月11日农历除夕
当天上午，西华县城市管理局
工作人员向西华县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民警送上印有“破案
真快、长得真帅”的锦旗，感谢
城关派出所民警对案件侦破
的辛苦付出。

2月9日上午，西华县公
安局城关派出所接110指令
称，县城逍遥路与人民路交叉
口的“逍遥园”公园内绿化树
木被盗，要求出警。值班副所
长韩保华带领民警王文杰，辅
警武晨阳、王琼立即赶赴案发
现场进行勘查。通过调取监
控、走访调查等方式，民警开
展了大量侦查工作，办案民警

仅用3个小时就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李某和李某某。

当日下午2点多，城关派
出所副所长韩保华带领民警
将李某、李某某二人抓获，并
成功追回盗窃的公园绿化树
蜡梅8棵，价值约1万元。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李某某已被
西华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西华警方在此温馨提醒，
试图通过盗窃等方式破坏公
园游园、道路绿化带、美化带
的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希望广大群众做知
法守法的好公民，共同维护城
市绿化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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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交警上演“生死时速”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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