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综合

A16
2022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编创 程永兵 审校 闫莉

走访企业听民意 真心服务促发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李东晓
本报讯 6 月 16 日，社旗县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韩冰走
访调研分包企业，深入开展“万警
助万企”活动，倾听企业呼声，了
解企业需求，向企业问计、与企业
搭桥、给企业解惑、为企业纾困。
走访中，韩冰实地参观了企
业的生产线，与公司负责人和管
理层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
深入了解了公司建设运营情况、
产品生产销售情况、企业用工数
量情况，就企业发展和企业内部
安全保卫、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疫情防控等问题向企业提出合理
化建议，就需要公安机关帮助解

决的实际问题征求了意见。
“ 万 警 助 万 企 ”活 动 开 展 以
来，社旗县公安局不断延伸工作
触角，多举措为全县企业经济发
展营造安全良好的治安环境。领
导班子带头深入分包企业走访调
研，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征求意见
建议，依法依规为企业简化办事
流程、优化服务质量、扩展服务领
域、强化服务保障。
企业负责人对公安机关实地
走访服务表示诚挚的感谢，表示
有信心在公安机关的全力护航
下，以更好的管理、更优的效益回
馈全县人民的厚爱。

老太行走被挂伤 民警巧遇救助忙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肖书鼎
本报讯 6 月 15 日，桐柏县
公安局程湾派出所民警在走访途
中，及时救助一名因交通事故受
伤的七旬老太，使其化险为夷，感
人的一幕获得了老人及现场过往
群众的广泛赞誉。
当日下午 15 时许，程湾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内开展大走访大排
查活动，当行至程湾镇姚河村某
组路段时，发现一辆三轮摩托车
停在路上，三轮车下面还有人影
晃动。由于此路段车流量较大，
过往人员较多，极易造成交通拥
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民警立即
将警车停靠在道路一侧，下车跑
向三轮摩托车查看情况，发现一
名老人颤颤巍巍的从地上站起，
右侧脸庞和右脚部都因受伤在流
血。民警连忙上前搀扶住老人，
将老人安置在路边休息，并立即
拨打 120 急救电话等待救援。见
老人尚且意识清醒，民警便问询

老人身体状况及现场相关情况。
老人自称杨某，70 岁，家住程湾镇
姚河村，在路边正常行走时，被经
过的那辆三轮摩托车上装载的木
材挂住，身体紧贴着木材一端倒
下，导致身上多处划伤。民警又
向三轮摩托车司机了解情况，司
机称自己正常行驶，可能木材挡
住视线，没注意到路边行走的老
人，不幸造成事故，自己还很懵，
幸亏民警及时赶来救助，并表示
自己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积极配
合民警处理交通事故。
随后，120 急救车赶到，民警
协助医护人员把受伤的老人抬上
担架并推上救护车，三轮摩托车
司机和伤者家属陪同去了医院，
老太太的家属对民警的及时救助
一再表示感谢。目前，老人正在
医院治疗观察中，善后问题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邓州警方启动
“夏夜之盾”专项行动
暨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
治安精准管控、提升整体防控水
平，着力加强夏季治安防范，切实
提高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全面提
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全
市人民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治安
环境，6 月 14 日晚，邓州市公安局
举行“夏夜之盾”专项行动暨高等
级巡逻防控启动仪式。
开展夏季社会面巡逻防控专
项行动，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广
大人民群众的心之所盼，是公安
机关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职责
所系。邓州警方启动高等级巡逻
防控模式，积极构建全方位、立体
化安全防范体系，对各类违法犯
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
起、曝光一起，最大限度把警力摆
上街面，最大限度提升巡控力度，
最大力度挤压犯罪空间，坚决出
重拳、用重典，为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惩恶务尽，
绝不手软。
随着“出发”的一声令下，千
名民警百辆警车警灯闪烁、警笛
齐鸣、整装出发，奔赴全市各个大
街小巷，迅速投入到治安清查、巡
逻防控工作一线。邓州市副市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崔保国及
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全副武装，
带头深入到夜市摊点、商场超市
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徒步巡逻工作，以饱满的热情、认
真负责的态度、精细严谨的工作
方法，充分展示人民警察心系群
众的公仆情怀，最大限度地预防
犯罪、震慑犯罪、打击犯罪，全力
构筑全市安全防范的铜墙铁壁。
全体民辅警纷纷表示，
坚决服从局党委决策部署，以身
边的英模为榜样，把英模精神转
化为强劲动力，笃行不怠、躬身实
干，奋勇担当扬利剑，藏蓝警色护
平安！

盗窃金手镯 被戴上
“银手镯”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符凯翔
本报讯 自“砺剑铸盾”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内乡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
击，集中力量向各类违法犯罪展开
凌厉攻势，最大限度消除社会治安
隐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日前，城关派出所民警接到辖
区一金店员工屈女士打来的报警
电话，称店内首饰被盗，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
据屈女士反映，当天下午 5 时
许，其应联系多日的客户张先生要
求，带张先生来到店内挑选首饰，
张先生精挑细选、反复比较，直到
晚上 8 时许也没有拿定主意。令
屈女士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竟趁
自己烧茶倒水的功夫，直接拿起茶
几上的金手镯、金项链、金吊坠溜

之大吉。据清点，被盗黄金饰品共
重 237.95 克，按照当天黄金价格，
价值 9 万余元。
民警立即对此展开调查，通过
走访群众，调取周边视频监控，很
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
信息。与此同时，张某作案后很快
就慌了神，担心警方顺线出击，迫
于精神压力，于案发半个小时后将
所盗赃物交由其弟送回金店。
民警了解到张某的不安心理
后，通过电话联系劝其投案自首。
次日上午，犯罪嫌疑人张某主动
来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对自己
因一时冲动盗窃黄金首饰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因涉
嫌盗窃犯罪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生僻名字惹麻烦 宛城公安解民忧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杨林
本报讯 自从“观念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河南省南
阳市宛城区公安分局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举措强化窗口单位作风建设，切
实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凝心聚力
解决群众疑难问题。6 月 16 日下
午，辖区群众曹先生专程来到东关
派出所户籍室送上一面“排忧解难
为群众，勤政为民守初心”的锦旗，
感谢民警为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
“名字难题”
。
近日，东关派出所辖区群众曹
先生到户籍室反映问题，称自己早
年间因姓名中有生僻字，电脑无法
打出，录入户口姓名与实际不一
致，又因上学毕业时使用了该名

字，从而导致毕业证和户口上姓名
存在差别，现在工作需要，却无法
证明自己的真实学历，给工作生活
带来很大不便。
接到该疑难问题后，户籍民警
进行调查了解发现，曹先生除了上
述的情况外，参加工作后又更改过
姓名，同时户口进行过几次迁移，
给查证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
该问题，民警根据仅有线索查阅了
大量历史档案，最终通过各项原始
资料核实清楚该情况，帮助其出具
了相关证明。
曹先生拿到证明，很是激动向
民警表示感谢：
“ 多年了这个问题
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这么快解决
了，
心情舒畅多了！”

便民利民
新生儿出生登记
“全省通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春 通讯员 贾耀河
本报讯 “太感谢你们了，我
无独有偶，郑州的秦先生，一
在南阳，就把孩子的户口落户到老
直在南阳做生意，儿子快 6 岁了，
家濮阳了。”6 月 14 日，在南阳做生
还没有顾上申报户口，6 月 14 日，
意的濮阳人张先生，从南阳市公安
他通过卧龙区公安分局七里园派
局卧龙区公安分局七一派出所户
出所户籍室为儿子办理了郑州的
籍室拿到了孩子的户口簿，享受到
入户手续。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真
新生儿出生入户登记“全省通办” 是太便民了！”拿到户口簿的秦先
政策带来的便利。
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日，张先生喜得一子，给孩
记者从南阳市市公安局户政
子上户口时，6 月 13 日，他抱着试
管理处获悉，新生儿出生入户登记
试看的心态来到了卧龙区公安分 “全省通办”便民举措的实施开展，
局七一派出所户籍室寻求解决问
为群众能就近办理新生儿入户登
题的办法。户籍民警热情地接待
记，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目
了他，并告知本省居民符合条件的
前，全市已办理跨地市新生婴儿入
可以在异地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
户业务 21 笔，协助外地市办理入
业务。户籍民警认真审查了张先
户登记 95 笔，切实让广大群众充
生提供的相关入户手续后上报审
分享受到了公安户政“放管服”改
批，第二天，审批顺利通过，张先生
革带来的红利。
入院为儿子入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