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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

闻“疫”而动为民服务落在实处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微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
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鹤壁
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局闻“疫”而动，迅速落
实市、区、市局防疫工作安
排部署，立足本职，强化职
责，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中。

该分局召开紧急工作
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精心

安排部署，明确工作任务，
坚持“疫情防控”“百日行
动”两手齐抓，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任务。该分局
局长李鹏、副局长贾爱民一
行深夜深入辖区重要交通
要道卡口开展检查，确保工
作落实到位。在核酸检测
点，民警“见缝插针”持续加
强反诈宣传，守好群众“钱

袋子”，结合当前开展的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深入辖区旅店、网约房
开展疫情防控突击清查行
动，将警力摆上街面、沉入
社区，做好发现密集人群及
时疏散，并对辖区内麻将
馆、棋牌室等公共场所进行
清查，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线。

孩子打闹引冲突 民警调解促和谐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自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
以来，浚县公安局浚州派出
所坚持以“发案少、秩序好、
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
标，在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工
作的同时，始终强化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放松。近
日，浚州派出所成功化解一
起因小孩玩耍打闹，家长介

入引起冲突的矛盾纠纷，赢
得当事双方一致称赞。

8月22日，浚州派出所
民警陈艺豪接到此警后，立
即赶往现场。经询问双方
当事人，走访现场知情群
众，调看附近的监控视频，
核实了双方发生冲突的缘
由和过程。鉴于未发生严
重后果，且双方都有调解意

愿，本着“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的原则，民警陈艺
豪当场对双方进行调解，在
对两位母亲晓之以理劝说
后，两位家长都感到万分后
悔，意识到没有正确地教育
孩子。最后，两位家长相互
道了歉，握手言和，达成和
解协议。

鹤山区公安分局
积极开展“百日行动”第三次集中清查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鹤壁讯 为深入贯
彻落实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工作要求，9月
9日晚，鹤壁市公安局鹤山
区分局开展第三次集中清
查行动，全警动员、屯警街
面、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攻
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让群
众安全感触手可及，有力保
障了治安形势持续稳定。

行动中，该分局民警紧
盯夏季治安整治关键节点，
全面清查、严密防范、严厉
打击，对人员密集区域、校
园周边、宾馆等重点场所、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地
毯式集中清查整治，教育引
导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严
格依法经营，同时，督促行
业经营责任人严格落实安

全管理责任，杜绝违法犯罪
行为的发生。

此次行动，该分局共出
动警力 120 余人次，警车
45辆次，检查重点单位35
家，发现各类治安风险隐患
8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2份，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3名。

“党建红”+“公安蓝”
山城区公安分局“疫”路坚守护民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秦斌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
壁市山城区因疫情按下“暂
停键”，全区实行静态管理，
而山城区公安分局却启动
了“快进键”，该分局党委以

“党建引领聚合力，党员带
头勇担当”为指引，广大民
辅警逆向冲锋，筑起疫情防
控安全防线。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嘹
亮整齐的宣誓声音回荡在
山城区公安分局。9月6日
上午，该分局党委组织各所
队室负责人面对党旗庄严
宣誓，“党建红”成为党员民
警冲锋的“号角”。

“治安大队应到10人，
实到10人，集合完毕……”
每天早上8点，分局大院全

员民辅警以饱满的精气神，
整齐的着装，整装待发的警
车，由分局领导亲自带队，
被分成若干个小组，“公安
蓝”遍布在山城区各个街
道，开展社会面管控，对路
上的行人进行劝导，对紧急
求助的群众实施帮助，用无
人机在高空播放防疫知识，
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实壁垒。

胡建民：战疫三年 警心如初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肖晓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
壁市新增疫情确诊病例15
例，全市进入静默管理，疫
情防控形势愈发严峻，全市
公安机关民辅警不卸衣甲，
枕戈待旦，在城市出入口、
溯源流调、区域协查、域外
管控、隔离宾馆、健康驿站
等重要战线上，一抹抹“警
察蓝”中有这样一个平凡却
不普通的身影。

胡建民，现任鹤壁市公
安局淇滨区分局长江路派
出所副所长，9月3日，鹤壁
市全市静默，也正好是胡建
民的33岁生日，这已经是
他“疫”线在工作岗位上度
过的第三个生日。自2020
年以来，值班巡逻、接处警、
办理案件、执勤……他未曾
缺席一天。

小区闹事踢伤防疫工作

人员，胡建民与同事迅速赶
赴快侦快破；疫情突发，他带
头请战，妻子生产他未在身
边，孩子成长他不曾陪伴，始
终坚守在阻击疫情的最前
沿。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
民警察，他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经
常说，穿上了这身警服，就要
扛起“对得起”这三个字。

鹤山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益民
到姬家山乡派出所检查指导工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祁鹏飞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
市鹤山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王益民来到该
区姬家山乡派出所检查指导
工作，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赵贤昆陪同。

王益民同志代表分局党
委向姬家山乡派出所荣获全
市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表示祝贺，并对姬家山乡派出
所全体民、辅警表示亲切的慰
问，姬家山乡派出所所长李庆
州做了典型发言。

王益民同志指出，成功创

建全市首批枫桥式派出所是全
所民、辅警共同拼搏的结果，希
望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中，姬
家山乡派出所做分局的先锋。

王益民期望，一是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党建引领助推业
务更好发展；二是要守住荣誉，
一点一滴地提升；三是要以“枫
叶红遍姬家山，一枝一叶总关
情”为主题，结合一揽子元素，
把为人民服务，矛盾纠纷化解
和打击犯罪高度契合，奔着全
省、全国的品牌努力。

淇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开展巡逻防控 为群众点亮“平安灯”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庞凯

本报鹤壁讯 淇县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扎实开展“打防管
控夏季攻势”巡逻防控行动，
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切实维护全县社会治
安秩序稳定。

淇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根据“9横6纵”必巡路线与25
处“必巡点”，并结合季节、天
气、流动人口等因素，根据发
案的时间规律，科学配置警
力，加大巡逻密度，做到重点
时段重点投入，24小时接受群

众报警求助服务。并加大对
城区晚7时至次日凌晨2时的
夜间巡逻力度，重点对重要路
段、夜市摊点、酒吧、KTV娱乐
场所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巡逻
排查，坚决消除治安隐患，遏
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违法苗
头，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自7月21日，开展“打防
管控夏季攻势”巡逻防控行动
以来，淇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用民警的辛苦指数为群众点
亮“平安灯”，拧紧“安全阀”。

贩卖亲生子女 妈妈获刑三年半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杨燕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
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贩卖自己
亲生孩子的案件。

2021年9月12日，孟某某
与王某携两个多月的孩子回
到鹤壁市淇滨区。当晚，二人
因故发生争吵，孟某某和孩子
住进宾馆，并在微信上与王某
协商离婚及孩子抚养事宜。9
月17日，孟某某在王某不知道
的情况下，通过他人以60000
元的价格将其子卖与王某某。

2021年10月13日，王某因找不
到孩子报警，被告人孟某某在现
场等待民警到来。次日，公安民
警根据孟某某提供的线索，到陕
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王某某处将
孩子解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孟某某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
卖亲生子女，其行为已构成拐
卖儿童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千
元；责令退出非法所得60000
元，上缴国库。

树先进典型 弘文明新风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然欣

本报鹤壁讯 近日，中国
银行鹤壁分行公司金融部党
支部与斜里村党支部开展党
建共建活动，对村里评选出的
6名“好婆婆”“好媳妇”进行了
表彰颁奖。

该村是中国银行鹤壁分

行的定点帮扶村，也是中国银
行鹤壁分行公司金融部党支部
的党建结对共建村。今年7月
初，两个党支部共同制订了“好
婆婆、好媳妇”评选方案，最终
评选出3名“好婆婆”、3名“好
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