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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我是党
员又是所长，有责任带领党
员冲在前！”9月初，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鹤壁市公安
局淇滨区分局大河涧乡派
出所所长元振强主动作为，
带领所内全体民辅警不畏
艰辛，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
控工作之中，昼夜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

工作再忙，元振强每天

都要给所内民辅警强调防
护知识，辖区任务重、警力
少，他始终冲锋在前，勇挑
重担。元振强带领人员每
天辗转在窑家村、肖横岭
村、洪峪村、毛连洞村4个卡
点之间参与执勤工作，协调
乡里各部门工作人员解决
突出问题，细化职责分工，
落实联防联控各项措施，劝
返来自山城区方向的车辆

进入大河涧乡，切实保障了
辖区一万余名村民的人身
健康安全。为做好全乡多
轮核酸检测工作，元振强连
夜制定保障方案，安排部署
警力，做好检测点出入登
记、人员引导等工作，及时
与工作人员沟通，了解掌握
情况，及时发现矛盾隐患，
快速化解。

元振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排头兵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肖晓

本报鹤壁讯 8 月 25
日，浚县公安局按照《关于
在全县开展货车超载、车辆
未覆盖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开展了查扣各种严重超载
货车并予以处罚，为人民群
众打造一个安全、畅通的通
行环境。

当天0时，浚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大队长王玉同当

日值班副大队长王永光集
合四个路面中队正班班组
人员，对群众深恶痛绝，极
易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
重危害的超载拉石头货
车、路面抛撒石头的车辆
进行查扣。为严格履行职
责，确保执法透明、严谨、
规范，执法过程中全程开
启执法记录仪。值班队员

兵分两路，分别到小河中
队辖区和屯子中队辖区内
开展工作，两位队长亲临
一线，同路面执勤人员一
道开展违法货车查缉工
作。据统计，当天凌晨，共
查处各种超载货车 7辆和
2辆经过私自改装的货车，
已全部查扣至超限站，为
专项行动开了个好头。

浚县公安局开展货车超载专项整治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9月10日
上午，淇县副县长、公安局
长贾海波带领县公安局部
分党委委员走村入户慰问
贫困群众及节日一线执勤
卡点民辅警。

贾海波一行先后到泥
河村、西裴村、小屯村、卧羊
湾等贫困户家中送上中秋
的祝福，仔细询问他们的家

庭生活状况，详细了解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向他们耐心讲解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各项政策措施，
同时还鼓励大家对生活充
满信心，依靠乡村振兴惠民
政策及自身努力，把生活过
得越来越好。

随后，贾海波一行看望
慰问节日一线执勤卡点民

辅警。叮嘱大家要加强疫
情防控，认真备勤，在岗在
位，不脱岗不漏岗；要树立
为民理念，礼貌用语，文明
执法，核查好过往车辆和人
员的48小时核酸证明等，扎
牢“外防输入”口袋，当好人
民群众健康“守门人”，守护
好淇县城市安澜，确保群众
平安幸福过节。

淇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
走村入户嘘寒问暖 执勤卡点慰问民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本报鹤壁讯 自“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浚县公安
局黎阳派出所本着“群众利
益无小事”的原则，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
践活动。

8月30日凌晨2点，黎
阳派出所民警王文峰、辅警
王根生和刘前等人在出警
回来途中，经过黎阳路东

段，发现两辆共享电动车横
卧马路中间，严重影响车辆
正常行驶，为交通安全带来
极大的风险和隐患。尽管
刚刚处理完几起警情案件
的民辅警非常疲惫，但考虑
到夜间行车安全，民警王文
峰、辅警刘前二人及时下
车，将共享电动车抬至路边
安全位置，将车辆摆放整齐

后才驱车返回。与警情案
件相比，举手之劳虽微不足
道，但民辅警事无巨细服务
群众的意识在不断提高。排
除细小隐患彰显负责任的态
度，“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
群众办实事”已成为浚县公
安民辅警扎根在心中的共
识，给群众的幸福生活带来
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浚县公安局：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杨冠钰，
男，90后，二级警司警衔，
2018 年 8 月加入公安队
伍。从警四年来，杨冠钰同
志先后在鹤壁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鹤壁市公安局情指
中心快反处置大队、鹤壁市
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古城派出所工作，始终
奋战在公安一线，以拳拳之
心、默默的行动，在平凡岗

位上做贡献，成为爱民护民
的典范。

有人跳楼，杨冠钰一边
用心安抚，一边寻找突破
口，将人拉回安全区域；工
地设备、建材被盗，杨冠钰
加强巡查力度，现场抓获盗
窃施工电缆的嫌疑人；现
金丢失，杨冠钰放弃休息
时间，通过“天眼”查到捡
钱小伙儿，其不愿交钱，杨

冠钰又做小伙儿工作，将钱
完璧归赵；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杨冠钰主动请缨：“我年
轻，家里负担也小，我先
上！”执勤、卡点、维护秩序、
街面巡逻防控，他一项也不
曾落下。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
派出所民警，杨冠钰情系群
众，忠诚奉献，为辖区平安
保驾护航。

90后民警杨冠钰：平凡岗位做贡献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微

本报鹤壁讯“这面沉
甸甸的锦旗背后除了荣誉
和肯定之外，还包含着一股
强劲的动力，指引着我在公
安工作道路上继续前进。”
近日，刚刚入警不久的岳向
峰收获了第一面锦旗。

原来，今年7月份，刚到
基层派出所工作的岳向峰所
在的三中队受理了一起未成
年人打架的案件，双方当事
人家长就责任和赔偿问题一
直未谈妥。岳向峰主动请
缨，加入到案件调解工作中，
带领两名辅警耐心细致地对

双方家长进行法律普及和引
导教育，经过不懈的努力，双
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案
件圆满办结。一方家长为表
示感谢，向三中队送来一面
锦旗，这也是岳向峰入警后
收获的第一面锦旗。

而大学生岳向峰成为
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
长风中路派出所的一员仅
仅一月有余。在老民警教
导和带领下，岳向峰迅速进
入工作状态，新民警用行动
系好了民警生涯的第一颗
纽扣。

山城区分局:
一名新警职业生涯的第一面锦旗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秦斌 孟华

本报鹤壁讯 袁君超，
现任鹤壁市鹤山区分局经
侦大队教导员，从警七年，
他尽职尽责，勇于担当，在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
党委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曾先后荣
获 2021 年鹤壁市公安局

“文明警察”、2021年全省禁
毒先进个人、2020年度鹤壁
市优秀公务员、2020年防疫
先进个人等荣誉。

在刑警队期间，袁君超
矢志不渝地做刑侦队伍的

“冲锋尖兵”，参与鹤壁市多
起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先

后参与侦办了鹤壁市11·2
特大制毒案、鹤壁市11·27
绑架杀人案等一系列在该市
有较大影响的案件。

禁毒工作中，他充分发
挥侦查思维，对关键证据进
行取证，巧妙运用讯问技
巧，适时与检法部门沟通，
严格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等，
保证了整个环节不出一丝
纰漏，展现出了一名优秀侦
查员的品质和专业素养。

从警以来，他以最笃定
的坚守和最朴实的行动诠
释了一位人民警察的忠诚
与担当。

袁君超：忠诚尽责勇担当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鹤壁讯 中秋节期
间，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
局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和
市公安局部署要求，全警动
员，全力以赴，全面强化各
项安保维稳措施，确保人民
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
中秋佳节。

按照山城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统一安排，该分局联
合市场监管、商务、卫健等
执法部门组成八支联合执
法队伍，对全区各类场所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督促相关经营
主体切实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保障群众安全健康。
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第三次集中统一行动。
其间，共出动警力 120 人
次，组织群防群治力量200
余人次，检查重点场所 53
处，巡查重点部位21个，排
查整治各类隐患6处。

强化显性用警，开展
“警车夜巡护平安”行动，提
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做
到“见警车、见警灯、见警
察”。

山城区分局：全警全力护航中秋佳节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秦斌

本报鹤壁讯 近日，淇
滨区大赉店镇斜里村里气
氛温馨，该村10名即将入学
的大学新生每人都收到了
一个崭新的拉杆箱作为开
学礼物，这些礼物由中国银
行鹤壁分行提供。

简单的捐助仪式结束
后，中国银行鹤壁分行关海
峰一行和村里有关方面进
行了座谈，勉励他们要珍惜
大好时光，努力学习本领，
力争学有所成，将来为家乡
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
为帮扶村大学新生送去开学礼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然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