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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公安局法治教育进校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为增强学生
的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有效
防范涉校案件的发生，近日，
浚县公安局屯子派出所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石桥小学为师
生举办了一场法律知识讲座。

在法治讲座中，民警根据
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以浅显
易懂的语言，结合真实生动的案

例，围绕违法犯罪、道路交通安
全、校园周边安全等方面进行了
法律知识讲解。随后，民警还与
学生们进行了互动，现场解答了
他们提出的法律问题。最后，民
警借用典型案例，引导广大师生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加强自我保护，自觉遵纪守
法，抵制不良诱惑，并学会运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此次活动是浚县公安局

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
入推进法治进校园的重要部
署，增强了青少年法治意识，
提高了在校学生知法、懂法、
守法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校
园创造了良好的法治基础。

浚县公安局热心服务赢称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浚县公安局
白寺派出所严格按照县局党
委安排部署，立足岗位、履职
尽责，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为依托，强化责任担
当，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扎实
开展各项公安工作，努力将教
育整顿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
工作能力和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的能力。
6月8日，一名老人来到白

寺派出所户籍室，申请办理身份
证快办业务。老人办理的身份
证邮递到派出所后，考虑到老人
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户籍民警
便上门送证。老人家属对民警
的热心服务连连称赞。

7月8日，白寺镇加油站附

近有一名80多岁的走失老人，
独自坐在轮椅上。老人无法准
确表述自己的家庭住址及家人
电话，只能模糊不清地说自己
的姓。经多方查找，民警最终
通过白寺村村委联系上老人家
属，将其送回。老人家属表示，
今后对老人一定多加照看，对
民警热心救助十分感谢。

本报鹤壁讯 近日，浚县
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组织辖
区各派出所，对各自辖区所
属三级重点单位全面落实量
化检查、宣传教育、责任告知
和指导服务等工作，督促指
导所有重点单位建立微型消
防站，提高自防自救能力，确
保做到“安全自查、隐患自
除、责任自负”，让各重点单

位增强消防意识，主动开展
消防工作。

7月 2日下午，浚州派出
所民警陈晓杰到辖区社区举
行消防安全教育讲座，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技能培训，强
化预警措施。随后其又到辖
区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
动。让企业职工学习灭火器
的正确使用方法，了解消防

设施如何运转，提高火灾预
防、处置能力。

针对夏季气温高隐患较
多的情况，浚县公安局治安管
理大队消防办要求各派出所
加大辖区各类场所的消防安
全预警力度，加大对各重点消
防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督促
检查力度，及时消除各类火灾
隐患，确保辖区安全。

本报鹤壁讯 7 月 4日上
午，淇县公安局召开专门工
作会议，就消防安全工作进
行周密安排部署。

会议传达了上级消防安
全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
求，各派出所要结合辖区实
际对民爆物品、非煤矿山、九
小场所等进行接网式检查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下发

整改通知书，限时整改，消除
隐患。各警种要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把消防安全大检查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不留死角，切实消除消防
隐患。

公安局由治安大队牵
头，全面铺开消防安全大检
查工作，对发现消防安全的
问题做到发现得了、整改及

时、隐患清零。全局上下形
成合力，多种形式开展联合
督导检查工作，形成震慑力，
大力推进消防安全大检查工
作，确保淇县消防形势持续
平稳。

会上，淇县公安局各职
能部门分别与副县长、公安
局长孙正阳签订了《淇县公
安局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书》。

淇县：防汛防灾检查督导“抓落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本报鹤壁讯 7 月 11 日
下午，淇县境内普降大雨，淇
县副县长、公安局长孙正阳
带领有关部门人员冒雨检查
督导防汛防灾工作。

在淇县红卫水库大坝
上，孙正阳副县长就应对防
汛防灾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了详细询问，要求相关部
门负责人要严格按照工作要
求，采取超常规措施，严格执
行一级巡防，对重点部位、区
域实行巡查机制，随时掌握
防汛防灾工作整体情况，切
实做好应对处置准备。

检查督导中，孙正阳要
求库区工作人员在加强巡查
的同时，在库区周边设置严
禁车辆、游客进入库区等内
容的安全警示牌。

在淇县看守所、新建看
守所、县公安局卫都派出所，
他听取了单位负责人对防汛
防灾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实
地查看了重点部位、重点区
域的安全情况，了解房屋有
无漏雨情况。尤其对看守所
监室、监控设施、值班岗楼等
要害部位进行认真查看，确
保安全运行，做到万无一失。

杨光明：“反诈尖兵”在行动

用爱岗敬业书写对公安
事业的忠诚，用汗水和付出为
警徽添彩。他就是河南省淇
县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副主
任杨光明。

从警8年来，他先后荣获
个人嘉奖3次；多次被评为优
秀人民警察、先进工作者、科
技创新先进个人；2020 年、
2021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公
安厅评为“全省情指联勤系统
先进个人”。

2017年 4月，淇县情指
联勤中心挂牌成立，杨光明同
志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四年
来，他通过情报分析研判和预

警，协助县局其他警种抓获在
逃人员169名，协助基层单位
抓获治安案件嫌疑人216名。

2020年3月17日，淇县
反诈中心挂牌成立，由杨光明
同志负责反诈预警、线索核查
研判、防范宣传等工作，截至
目前，共处理反诈预警61342
条，阻止628人上当受骗，为
群众避免经济损失500余万
元。

杨光明从警8年来，认真
完成各项任务，以无私奉献的
精神，为淇县公安局情指联勤
工作和反诈工作做出了积极
贡献。

贾爱民：群众利益“守护者”

43岁的贾爱民，现任鹤壁
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
安分局副局长。从警以来，多
次被评为“平安建设工作先进
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作为带头人，贾爱民带领
大家坚持打防结合，强化社会
面管控。不论是在化解矛盾
纠纷中、日常接处警中，还是
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他总是
冲锋在前。

贾爱民把护学工作延伸
到学校的安全防范、法制教育

和安全疏散演练等一系列活动
中。他到辖区学校上法制课，
发放宣传资料，利用“校讯通”
开展普法宣传和安全教育。

加强对学校安保检查，
规范学校安保制度落实，他
督促学校购置防护器材，提
升应急处突能力。为创造良
好校园周边环境，贾爱民和
队友们加大对校园周边网
吧、出租房屋等场所的清理
整治力度，净化了校园周边
环境，受到学校和家长的欢
迎和肯定。

冯桂东：辛勤耕耘“老黄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今年49岁的冯桂东现任
浚县看守所所长。他始终以

“平安监所”创建为载体，严
标准、细规范、强管理，圆满
完成了上级监管部门和看守
所的各项工作任务。2018
年，浚县看守所荣立集体三
等功。

2015年冯桂东调入看守
所工作后，开展监所安全风险

“隐患清零”，积极争取资金，
对监墙巡视道和执勤岗楼重
建，智慧监所等项目竣工投入
使用，提升了看守所技术防范
水平，确保了监所安全，铸就

了监所的“铜墙铁壁”。
冯桂东自主研发了被监

管人员一日生活制度电子语
音播报系统和被监管人员行
为规范教育视频片；开展“送
法进监区”活动，有力地保障
了监所安全。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
他突发肚痛、恶心，忍着病痛
折磨，发挥领头雁作用，吃住
在单位，奋战在岗位，确保了
监所疫情零感染，安全管理零
事故。由于成绩突出，他先后
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为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本报鹤壁讯 6 月 30 日，
淇县县城太行大道交通信号
灯、电子警察建设圆满完成。

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提
质，淇县公安局党委本着人
民群众安全至上的原则，决
定在太行大道建设智能交通
信号灯控制的“绿波带”。经
过20多天的通力协作，日夜
奋战，高标准建成了淇县第

一条“绿波带”，继而，淇县
城区交通步入智能时代，为
富美朝歌建设再添新彩！

已建成启用的太行大
道智能交通信号灯具有自
适应优化控制、动态区域协
调控制、感应控制、溢出控
制、公交优先控制等功能。
在平峰时，对干线进行“绿
波”控制，并根据检测进行

动态自适应协调控制；在早
晚交通高峰时段，通过自动
检测对重要区域进行区域
均衡控制，均衡各路口的车
流量和交通压力，提高通行
能力，有效防止拥堵，预防
事故的发生，为全力推进淇
县平安路、幸福路、文明路
引领示范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鹤

淇县首条道路“绿波带”开始启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淇县：消防安全督导检查“不放松”

淇县公安局召开专门工作会议 就消防安全进行部署

本报鹤壁讯 7月 4日上
午，淇县县政府副县长孙正阳
带领县政府办、公安局、消防大
队相关负责人先后到飞天农
业、新亚服装、玖州物流园、老
年公寓、朝歌大市场等地就消
防安全进行督导检查。

每到一处，孙正阳副县长
针对企业消防通道、消防设施、

消防队伍、消防演练等进行实地
查看，并就企业内部火灾隐患情
况提出整改要求，使县域企业做
到“有患必除，除患务尽”，切实
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全
县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在督导检查中，孙正阳副
县长就做好当前消防安全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压实责任，

严抓细管。二是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确保发生火情在
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三是
加强培训，开展消防演练，夯实
社会单位自我管理基础。四是
把消防安全贯穿于安全生产的
全过程，把企业火灾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树立安全生产第一
要务的理念。

浚县公安局培训指导保障消防安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