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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公安
局组建合成作战
中心，诸警联动，
研判案件特点和
防范措施，制定
警情研判工作制
度，实现整合信
息线索，实现精
确打击、精确用
警、高效防范，做
人民群众“贴心
人”“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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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上午，沈丘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段然带领政法委全体班
子成员，到县公安局机关开
展看望慰问活动，向全县公
安民警拜年，预祝在新的一
年里再攀新高，再创佳绩。

在沈丘县公安局党委会
议室，正在主持召开“春节收
心会”的该局党委书记、局长
何洪涛向段然书记一行简要
汇报了春节期间全县公安机
关安保维稳工作。听取汇报

后，段然指出，春节期间，全县
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辅
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坚持“百姓过节、民警站
岗、公安过关”理念，全警动
员、全力以赴，圆满完成各项
安保维稳工作任务，县委、县
政府四大班子和全县人民看
在眼里、记在心底，谨向全县
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辅警拜
年、致敬，祝大家工作顺利、身
体健康、合家幸福、万事如意。

段然说，全县公安机关

在以何洪涛同志为班长的新
一届县公安局党委领导下，
工作呈现新气象、队伍产生
新变化，形象取得新提升，预
祝全县公安工作在新的一年
里，再攀新高、再创佳绩。

何洪涛表示，将始终坚
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
导，为保沈丘一方平安而战、
为人民警察荣誉而战，以一
流业绩、一流队伍向县委、县
政府和全县人民交上一份优
秀的答卷。

本报周口讯 9年前，项城
男子郭某伙同他人在北京盗
窃电缆，被北京警方上网追
逃。今年2月17日，项城市公
安局李寨派出所民警发现郭
某踪迹后，终将其抓获归案。

据悉，2012年4月份的某
日凌晨，郭某伙同他人流窜至
北京市平谷区某经济开发区
一家塑胶有限公司仓库内实
施盗窃，共盗走电缆近 100
米，随后便隐匿潜逃达9年之
久。警方虽然一直没有放弃
过对郭某的抓捕，但遗憾的是
潜逃在外的郭某反侦查意识
较强，一直未能被抓捕归案。

近日，随着“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和“三川利剑”集中会

战向纵深发展，项城市公安局
李寨派出所指导员王鑫军、副
所长郭帅春节期间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把握春节前后
抓捕的黄金时机，积极暗中摸
排线索、轮流蹲守。2月17日
上午，已经在郭某家附近蹲守
三天三夜的民警发现其悄然
潜逃回家后，迅速组织人员将
其抓获。至此，郭某终于栽在
了项城市公安局“追逃能手”
王鑫军手中。

经讯问，在外潜逃的这些
年，郭某一直东躲西藏，选择
在河北某市偏远的地域活动，
以打零工为生，从而躲避公安
机关的抓捕。目前，郭某已经
被项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本报周口讯 2月14日，
淮阳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王乾辉深入齐老、安岭、白楼
派出所，看望慰问了节日期
间坚守工作岗位的民警辅
警，送去了区局党委的春节
问候，并通过他们向一直以
来支持公安工作的家属们送
去新春祝福。局领导黄伟、
许明伟参加活动。

每到一处，王乾辉都亲
切和基层民警交谈，倾听他
们的声音，送去组织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并详细询问

工作情况。他对民警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们为
平安淮阳建设所做的无私奉
献表示感谢。

王乾辉指出，在举国欢
庆、万家团圆的时刻，公安
民警辅警同志们以“保安
全、守平安”为己任，依然奋
战一线、坚守岗位、主动担
当、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辛
苦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用
自己的辛勤付出换取人民
群众更多的获得感、安全
感。

王乾辉强调，越是春节，
越要重视安全问题，要牢固
树立“群众过年、我们站岗”
安全无小事的理念，强化履
职尽责和为民服务意识；要
持续加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的宣传力度，加强源头治理
与巡查值守；要严防酒驾、醉
酒人员闹事和打架斗殴等违
法犯罪行为，加强矛盾排查
化解工作；要科学合理做好
执勤勤务安排和人员调配，
保证民警辅警有足够的休息
时间。

本报周口讯 在万家灯
火举国欢庆新年的时候，淮
阳区公安交警依然奋战一
线、坚守岗位保障道路畅
通。除夕晚上，淮阳街头出
现令人暖心的一幕：交警搀
扶迷路老人将其安全送家，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天晚上7时许，一个十
几岁的小朋友跑到执勤交警
面前，指着路边的一位老奶

奶说：“交警叔叔，那个老奶
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执勤
交警刘奎、沙长江接到求助
后，急忙赶到现场，经询问，
确定老人家住烟草局家属
院。原来是快要过年了，她
自己出来给小孩们买零食玩
具，买完之后发现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随后，中队长闫
本志立即指派执勤交警将老
人安全护送回家。

刘奎、沙长江搀扶着老

人往烟草局家属院走去，一
路上跟老人拉着家常。不知
不觉中，他们将老人护送到
了家属院门口，刚好碰到正
在寻找老人的儿子，老人的
儿子看到交警将老人安全送
到家门口，激动地一把握住
执勤交警的手说：“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我们全家正在寻
找我母亲，都非常着急，想不
到你们给送过来了，真是太
感谢了。”

本报讯 日前，三门峡市
卢氏县公安局成功侦破29年
前发生在当地的一起命案积
案，现年52岁的犯罪嫌疑人
韩某某在青岛市被抓获。2
月11日，韩某某被卢氏县检
察院批准逮捕。

据警方介绍，1992 年 1
月，卢氏县东明镇段家村发
生一起一家三口被杀、家中
财物被抢的重大刑事案件。
案发后，三门峡市、卢氏县两
级公安机关成立专案指挥部
做了大量工作，但限于当时
条件和技术水平，该案久侦
未破。

2020年以来，卢氏县公
安局通过重新整理案件卷
宗、全面收集查验证据材料
和大量细致精致极致的工
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

该案出现重大突破，犯罪嫌
疑人浮出了水面。

今年1月 20日，专案民
警赶往嫌犯所在地山东青岛
实施抓捕。经过大量工作
后，1月21日上午，专案民警
在青岛市崂山区一地下车库
将韩某某成功擒获，并跋涉
上千公里，将韩某某安全押
回卢氏。

经查，当年韩某某在卢氏
当地走村串户做木匠活，在得
知开有小卖部的东明镇（原城
郊乡）段家村王某某家庭经济
状况较好后，遂心生歹意，于
1992年1月23日深夜，潜入
王某某小卖部进行盗窃。在
惊动王某某等人后，他疯狂作
案连杀3人，抢走1台彩色电
视机，并骑着王某某家中的一
辆自行车逃离现场。

忠诚履职尽责 主动担当作为

慰问春节期间执勤民警辅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迷路老人送回家 执勤交警被人夸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庞超

杀害一家三口
嫌犯潜逃29年终落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房琳 通讯员 孟永新

盗窃电缆近百米
他隐藏逃匿9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牛天慧

再攀新高 再创佳绩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通讯员 郭亚飞

节后上班首日，沈丘县委政法委书记勉励公安队伍——

淮阳区副区长王乾辉

本报周口讯 近日，沈丘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外勤中队
民警孔小伟，在春节休假期
间路遇严重堵车，随即换上
警服疏导交通的一幕被妻子
无意拍下，走红网络。

孔小伟妻子刘女士称，
大年初二上午11时，一家人
驱车回娘家走亲戚的路上遭
遇严重堵车，本可以绕道，丈
夫却换上警服下车指挥交
通，自己和女儿也十分理解

和支持，在车内等了1个小
时。因丈夫指挥交通，刘女
士一家延误了串亲戚时间，
但娘家人都等他们到了才吃
饭，对此举表示理解。

在得知自己假期疏导交
通视频在网上走红后，孔小
伟表示：“我也没有想到会受
到这么多群众的关注，看到
交通不畅挺身而出是一种职
业本能，穿上警服就应该在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

现，我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还会这样。”

在众多网友热议之中，
人民网、大河报等主流媒体
纷纷转发，传递传播了交警
正能量，讲述了基层交警的
敬业好故事。不少公安战线
民警表示，将对标孔小伟同
志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服
务精神，让公安民警的正能
量在全社会传颂弘扬。

探亲途中遭遇堵车 秒换警服疏导交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通讯员 郭亚飞

图为2月16日夜，该局研判重大警务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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