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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纵深推进全国公安
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保护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9月9日，长垣市在
亿隆广场隆重举行“百日守
护 全民反诈”宣传月暨第
三次夏夜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启动仪式。

长垣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刘金鹏，副市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张万里，
长垣市美团外卖负责人马
栋强出席仪式。长垣市公

安局部分民警、应急救援协
会、青年普法协会、各乡镇
（街道）、美团外卖骑手代表
参加仪式。

仪式要求：一要严厉打
击，严密防范。公安机关要
充分运用各类信息资源，坚
持打防结合，多措并举，帮
助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和识
别能力。二要加强协作，形
成合力。各成员单位要切
实履职尽责，强化担当意
识，细化针对性措施，确保

打击治理实效。三要发动
群众，营造氛围。美团要积
极协助公安机关打击违法
犯罪和开展各类公益宣传
活动，带动更多企业、更多
社会公众参与到社会治理
中来，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
氛围。

“出发！”随着现场指挥
员一声令下，警灯闪烁、警
笛长鸣响彻街头，警车呼啸
而出，奔赴当地各执勤卡
点。

“百日行动”长垣警方亮剑出击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化玮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新乡
市公安局凤泉分局结合工
作实际，多措并举开展反诈
宣传，不断强化宣传力度、
广度和深度，从而进一步提
升辖区居民防骗意识。

一 是 面 对 面 宣 传 讲
解。民警辅警充分利用碎
片时间，在工作之余面对面
向群众讲解电信诈骗的特

点以及防范电信诈骗常
识。二是利用新媒体平台
矩阵宣传。充分利用一村
一警的工作优势，在各个村
便民服务微信群以及分局
微信公众号常态密集推广
防范诈骗的法律知识及电
信诈骗案例。三是开展场
所宣传。在主要路口、人员
密集场所和其它重点区域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反诈骗

宣传，在集中清理清查行动
中，民警向广大群众推广使
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并
指导群众安装。四是通过
法制课堂进行集中宣传。
该局电侦大队常态化、不定
期在辖区开展反诈骗知识
宣讲活动，针对重点人群、
重点行业进行有针对性的
反诈宣传，营造全民反诈防
诈的浓厚氛围。

新乡凤泉公安分局

强化反诈宣传 筑牢安全防线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计鹏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长垣
警方强化部署，狠抓落实，
全力推进“百日行动”各项
整治工作有效开展，于近日
连续查获7起涉嫌危险驾驶
罪案件。

7月20日晚，蒲西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向阳路与菜
南大街交叉口执勤时，查获
一辆车牌号为豫GC8***的
轿车。经测，驾驶人王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79.94mg/100mL；8 月 16

日晚，菏宝高速交警大队
在樊相镇某路口执勤期
间 ，查 获 车 牌 号 为 豫
GB5***的轿车。经测，驾
驶人孙某血液酒精含量为
165.37mg/100mL；8 月 18
日晚，菏宝高速交警大队
在蒲东街道办事处长城大
道与南京路交叉口执勤期
间 ，查 获 车 牌 号 为 豫
GA8***的轿车。经测，驾
驶人杨某血液酒精含量为
180.95mg/100mL；9 月 3
日晚，交警大队在桂陵大

道与警民路交叉口执勤期
间，查获一辆车牌号为京
YE1***的轿车，驾驶人宋
某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63.52mg/100mL……

目前，7人因涉嫌危险
驾驶罪，均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
一步办理中。长垣警方提
醒，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引
以为戒，为了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做
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

长垣警方查处7名涉嫌危险驾驶人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张爱

为开展好“金融知识普
及月”活动，9月14日至16
日，中行新乡分行举办了员
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竞赛。赛事安排有个人
赛和团体赛两项。竞赛内
容涉及“国务院办公厅、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监
会”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相关办法、通知等，个
人赛采用线上知识问答形
式；团体赛采用现场抢答、
必答等形式。通过激烈角

逐，团体赛和个人赛分别评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

为举办好此次竞赛，该
行行长亲自谋划、亲自安排、
亲自推动。通过多种形式调
动员工参与竞赛的积极性，
以达到以赛代练，以赛代训，
以赛提能的效果。为烘托竞
赛氛围，该行征集、撰写、制
作了与赛事相关的多种宣传
图文、海报、折页、宣传片、短
视频等材料，对赛事全程摄
像，多维度记录赛事过程。

长期以来，该行始终坚
持金融为民，坚持党建引
领，认真落实监管要求，将
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业务
发展、融入经营管理、融入
风险防控，把提升基层员工
消保服务能力作为支撑业
务发展的重要抓手深耕厚
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
年上半年，该行服务类投
诉 ，较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了
65.78%，达到了全国排名前
十的一级分行水平。

普及金融知识 中行新乡分行在行动
□杜太升 杨柳

在派出所，他查处辖区
内的行政违法案件；在治安
大队，他参与打击跨境网络
赌博；在食药环大队，他保
障群众食品药品安全；在刑
警大队，他追求侦查工作的
极致和完美……

他是新乡县公安局办
案数量最多的民警，新乡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王晓波。36 岁的王晓波
2011年参加工作。十年来
他始终冲在破案、追逃等打
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先后
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
为新乡市优秀人民警察，是
新乡县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者。今年以来，王晓波先后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2起，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95人。

2020年9月，王晓波在
工作中发现，有人利用支付
宝收款码、银行卡为境外赌
博网站代收钱款，通过提供
资金结算服务收取佣金。

获此线索后，他带领民警立
即开展侦查。经查，发现银
行卡大量交易背后隐藏一
个特大跨境网络黑灰产洗
钱链条，一举将8名嫌疑人
全部抓获归案，涉案金额高
达1.2亿元，斩断了为跨境
赌博犯罪提供资金服务的
链条。

小案不小，民生为大。
在派出所工作期间，王晓波
深知，一件件价值不大的小
案，背后牵系的是辖区群众
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在接到
辖区居民反映电动二轮车被
盗的案件后，王晓波深挖线
索，摧毁一个盗窃电动车的
犯罪团伙，及时追赃挽损，为
群众发还被盗电动车。

“干公安，就是要多破
案！”王晓波坚定地说。如
今，他在自己的刑侦岗位上
正认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
入警誓言、践行人民警察的
神圣使命。

刑警王晓波
打击犯罪
践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单积盛

近日，中行新乡分行了
解到某科技型企业正在筹
划转型升级，但资金存在缺
口，于是就及时跟进，第一
时间组建专班进行对接，深
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
为企业制定金融综合服务
方案。开通绿色通道，省、
市、支行三级联动，同步作
业，加班加点，在短时间内
完成贷款发起、审批、放款
流程，为企业投放1亿元中
期流资贷款，高效的服务得
到了企业的好评。

近年来，基于科技型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
难题，该行积极践行科技金
融发展理念，不断加大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截至2022年7月末，该
行投放科技金融贷款22.32
亿元，支持企业户数168户。

该行通过设立科技特
色支行、完善风险分担机
制、创新丰富产品等方式，
不断健全和完善覆盖科技
型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金
融服务体系，针对中小型科
技创新企业推出“专属服
务+特色服务+直通服务”为
主要特点的系列金融产品。

为提高科技创新企业
的获贷率，打通金融服务的

“难点”“痛点”，该行围绕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客
群，持续推出“科技贷”“惠
如愿·知惠贷”等系列信贷
产品，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为给更多的中小
型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该行与新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签订了科技贷业务
合作协议，紧紧抓住“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时机，做大做强本地科技
型企业客户群，助力科创企
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该行
加强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沟
通联系，梳理摸排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等科创型企业重点
项目清单，积极做好项目储
备工作。每周对“投放一
批、审批一批、储备一批”项
目情况进行通报，形成项目
投放压茬推进、滚动发展、
源源不断的良性循环，科技
金融贷款占比持续提高。

据了解，该行已把发展
科技金融作为一项长期规
划，锚定新乡市先进制造业
基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
区等战略定位，重点发力科
技型企业，深耕产业链研
究，从更宽领域、以更大力
度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金
融支持，为科技创新赋能，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中行新乡分行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支持力度
□杜太升 侯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