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编创 曲歌 审校 王玮

A20 河南综合NEWS

逆行战“疫”路上尽显藏蓝风采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尚英杰

本报鹤壁讯 新一轮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浚县公
安局巡警大队勇挑重担，战
疫情、保安全、护稳定，一抹
抹藏蓝“逆行”而上，向党和
人民交出了一份抗疫情与
保平安的漂亮答卷。

4月中旬，新冠肺炎疫
情突袭浚县。西陈村是检
测出第一例核酸检测异常
的村庄，鹤浚快速通道穿村
而过，进出该村的通道有
15条之多，巡警大队承担
了其中最为主要的8条通
道封控任务。参与封控的
巡警队员快速分组、迅速到
位，一条条警戒带挡住了流
动人员的脚步，也阻断了疫
情的传播。全队民警辅警
24小时坚守，一个班次下
来，脱下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时，看到的是一张被口罩、
护目镜勒得变形的脸和被
汗水浸湿了的警服。

健康服务站是“外防输
入”的重要关口。巡警大队
执勤警力 24 小时在岗在
位，每天两班倒，除了正常
的测体温，查验“两码一核
酸”外，还负责从中高风险

区来浚返浚车辆、人员的闭
环转运护送工作。每次转
运护送，执勤人员高度负
责，前有警车开道，保障道
路畅通，后有随车人员警卫
保证行车安全，确保了每次
任务顺利完成。

9月初，浚县实施静态
管理。巡警大队迅速响应，
采取卡点值守和流动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加大静态管
理力度。一方面加大巡逻
力度，强化显性用警，通过
手持喇叭、车载喊话器等设
备，提醒群众遵守防疫措
施。另一方面启动城区静
态管理卡点9处，严格管控
车辆人员。

北柴卡点工作条件艰
苦，执勤队员24小时在岗
在位，累了在集装箱内休
息，虽然已进入秋天，但昼
夜温差较大。白天，集装箱
晒透了，像个蒸笼一样，晚
上又冷得让人发抖。在艰
难困苦面前，巡警队员没有
退缩，他们迎难而上，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劝返来
浚返浚车辆630余辆，人员
1210余人。

疫情期间，巡警大队的
党员民警、辅警纷纷请战，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以实际
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铮铮誓言。

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武
琳今年已经50多岁了。在
抗疫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员
也是战斗员，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为巡警大队树立
了榜样。辅警刘志超不顾
女朋友的埋怨，推迟了订婚
日期，他说：“我身上穿着的
是警服，关键时刻，我得冲
上去。”参与流调的辅警徐
梦桓是一名老队员，当时怀
孕3个多月，没有推脱，没
有怨言，始终坚守工作岗
位。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浚
县公安局巡警大队队员不
畏艰险、敢打头阵、勇当先
锋，始终坚守防疫一线，把
初心落于行动，把使命记于
心间，用一抹抹藏蓝筑起一
道道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
忠诚守护着浚县人民群众
的平安健康。

警界伉俪共筑平安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牛合保

本报鹤壁讯 在淇县公
安局，有这样一对比翼双飞
的警界伉俪。丈夫李潇斐，
是淇县公安局朝歌派出所
副所长。入警9年来，他坚
守在基层派出所最前沿，接
处警7000余起，有效维护
了辖区安宁。妻子谌燕虽
然是淇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一名女民警，但讯问犯罪嫌

疑人、外出抓捕带逃、异地
调查取证等工作毫不逊色。

2016 年 9 月 14 日晚
10点，谌燕临产在即。在
把爱人送到医院办好住院
手续后，丈夫立即赶回派出
所继续工作。直至9月17
日凌晨，宝宝出生他才心急
火燎地赶到医院。“嫁一个
警察，需要懂得理解，娶一

个警察，需要学会奉献。组
成一个双警家庭，更需要双
倍的勇气。”这就是丈夫李
潇斐和妻子谌燕的共识。

李潇斐先后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全县法制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妻子
也不甘落后，荣获“优秀共
产党员”“十佳民警”“十佳
法制民警”等荣誉称号。

鹤壁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三项措施”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微

本报鹤壁讯 根据全国
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集中统一行动安排，鹤壁
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局紧密结合工作重
点，开展“三项措施”纵深
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坚决维护社
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

巡乱点。严格落实

“五个必须”要求，最大限
度将警力和车辆投向街
面，强化密集场所巡防。
查重点。对宾旅馆、加油
站、出租房屋，以及违法犯
罪高发的地段等开展巡
查，落实实名制登记和扫
码工作要求，提高管控
率。访民情。对辖区内矛
盾纠纷进行深入细致排

查，有效防止矛盾风险向
涉恐领域转化。

其 间 ，共 出 动 警 力
200 余人次，发动组织群
防群治力量 230 余人次，
检查场所60余家，发现隐
患 12 处，抓获逃犯 1 人，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20余件。

胡文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鹏勇

本报鹤壁讯 自“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鹤壁市
公安局宝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治安大队大队
长胡文斌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带领民、辅警每日
忙碌在辖区治安管理工
作一线，守护辖区平安稳
定。

胡文斌坚持“盗”案必
破，对辖区发生的盗窃案

件，无论损失大小，他做
到“ 每 案 必 研 、每 案 必
侦”，今年以来，所有侵财
案件全部破获，涉及犯罪
嫌疑人无一漏网，被企业
职工誉为“犯罪克星”；坚
持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辖
区企业建设生产所需危
化物品数目大、种类多，
为确保管控到位，不发生

“流失炸响”案事件，他定

期组织包企民辅警开展
检查清查专项行动，实现
危化物品安全动态管理；
坚持开展“联巡联防”机
制，全力构建“全区域、全
时空”的巡防工作模式，
做到了“白天见警察、夜
晚见警灯”，辖区内“接警
数、发案数、矛盾纠纷数、
问题隐患数”同比实现

“四个下降”。

高位推动 重拳出击
山城区公安分局深入推进“百日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秦斌

本报鹤壁讯 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
局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以强
有力的实际行动不断提高群
众的安全感、满意度。

该分局重拳出击，严打
违法犯罪，以“雷霆”系列行
动及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
中统一行动为抓手，全面开
展夏季治安严打攻势，共破
获 各 类 案 件 180 起 ，抓 获
240 余人。实行“车巡+步
巡”模式，最大限度把警力
摆在街面，共出动警力1300

余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2300余人次。通过多种形式
开展反诈宣传，联合街道办
事处打造“反诈一条街”，铲
除电诈发案土壤，守好群众

“钱袋子”。组织民辅警在辖
区各行业场所及人员密集地
区张贴“百日行动”标语，悬
挂宣传条幅，利用公共区域
电子屏幕投放宣传视频，营
造浓厚氛围。宣传一线岗位
民警，利用媒体，用文字和镜
头记录他们的工作，起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浚县公安局热心助民暖人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今年以来，
浚县公安局新镇派出所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强化
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围绕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
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9月18日晚，新镇派出所
民警周浩带领职工王立林、辅
警王永恒等在巡逻过程中发
现，一人坐在三轮车里，停在
半路上却莫名不走，上前查看

得知，车内一中年女子回家途
中车坏在了半路，车上拉了一
车水果，天色太晚，该女子不
舍水果，又不知找谁帮忙，正
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解情
况后，周浩、王立林、王永恒一
起帮助将车发动起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
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
家，你们真不愧是人民的警
察！”该女子感动地说。一枝
一叶总关情，新镇派出所切实
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维护好
辖区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个人金融部党支部
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命精神”
主题党日活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永真

本报鹤壁讯 近日，中国
银行鹤壁分行个人金融部党
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大石岩村，
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革
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支部全体党员聆听红色

讲解，重温入党誓词，现场开
展了“重走长征路”活动。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600米
的模拟长征路，大家用身临其
境的学习方式，汲取了精神力
量，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查处一起
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案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李巧玲

本报鹤壁讯 为深入开展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全力推进打击整治枪爆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鹤壁市公
安局淇滨区分局按照统一安
排部署，于9月8日至15日积
极开展第七次集中清查收缴
非法枪爆危险物品统一行
动。2022年 9月 13日，鹤壁
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泰山路
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
厂房内存放大量烟花爆竹，后
经侦查发现郭某和王某在该

厂房内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经
依法调查，郭某和王某对违法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经营流水
高达六万余元，目前嫌疑人郭
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淇滨公安提醒，
在辖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在
任何时间禁止燃放、销售、储
存烟花爆竹，请广大群众从自
身做起，遵守规定，积极举报
非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
竹行为，消除身边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