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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日，省公安厅首次举行

警旗升旗仪式，警旗猎猎，誓言铮

铮。全省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忠

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记训词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教育整顿刮骨疗毒激浊扬清，

“一村（格）一警”筑牢社会治安铜

墙铁壁，“黄河行动”护卫母亲河安

澜……这一项项成绩，是全省公安

机关平安建设成效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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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精准施策
把牢疫情防控主动权

公园入园需实名登记

向人民警察致敬
中国人民警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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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郭歌）1月
10日，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又传出振
奋人心的消息：不久前，二里头遗址宫
殿区 5号基址院内发现了一座高规格
的夏代墓葬，目前正在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考古实验室进行清理。

工作人员已在墓葬中发现多件陶
器、漆器和一件蝉形玉器，而且墓葬填
土中散落多片绿松石片，根据目前的
清理情况推测，该墓葬内会有大型绿
松石器物。

“这座墓葬位于5号基址第3进院
内，从墓葬的规模来看，属于第一等
级。目前，墓葬内的随葬品刚开始露
出，其下方堆积的厚度超过已往发现的

所有墓葬，该墓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
址迄今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
蝉形玉器在二里头遗址是首次被发
现。随着实验室清理、发掘工作的推
进，后面的发现非常值得期待。”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
工作队领队赵海涛透露，因为该墓葬位
置重要、规格较高、保存完好，为全面、
深入地提取信息、开展研究工作，将其
整体搬迁至考古实验室内开展清理。

此前，二里头遗址宫殿区3号基址
院内 3号墓葬出土了玉器、漆器、海贝
项链等 100 多件器物，包括“超级国
宝”绿松石龙，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
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

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
学价值。

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
头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绿松石
龙形器可见一斑。赵海涛说，随着多
元古国进入一体化王朝，二里头都邑
和以其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诞生，
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
心与引领者，以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
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兽面纹
也逐渐固定下来，开了商周青铜器上
兽面纹的先河。随着清理工作的深
入，该墓葬可能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实
现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又一次重大
突破。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1月 8日早晨不到7点，鹤壁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退休民警李应喜便匆匆来到山城区第
八小学，等待迎接学生们到校。

7点10分，校门口的孩子逐渐多起来，李应
喜也忙活着疏导交通。这20米宽的马路，1小
时他走了不下30个来回，直到确保最后一个孩
子安全走进校门。

“我这23年，就走了这20米。”71岁的李应
喜笑着说。

“老李比许多家长都操心。”山城区第八小

学副校长唐艳感慨。每天早晨护送第一批孩子
到校，下午护送最后一批孩子离校，23年风雨
无阻，李应喜从孩子们的“警察叔叔”变成了“警
察爷爷”。

山城区第八小学所在的山城路，是连接鹤
壁市新老城区的交通要道，车流量大，属交通事
故易发路段。“以前我在山城区第四小学附近执
勤，后来考虑到年龄逐渐增大，就申请调到离家
更近的山城区第八小学附近执勤。”李应喜说，

“每天看着孩子们安全地过马路、进校园，再没
有比这更让人安心的事情了！”2009年退休后，
他离职不离岗，继续护送孩子们过马路。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与李应喜这个“安
全守护神”熟络起来——出差在外，只能让孩子
自己坐公交车上学时，不少家长会第一时间联
系老李，拜托他到站台帮忙接一下；学生们遇到
困难了会第一时间去找老李帮忙。下班回到家
时，老李经常会从口袋里摸出感谢信或小零食，
这些都是孩子们偷偷塞进去的……

23年间，李应喜帮助和护送过的学生不计
其数，他的事迹也在鹤壁市家喻户晓。为了让
李应喜的善举形成越来越强的“号召力”，全市
先后有十多所学校邀请他宣讲交通法律法规和
文明出行常识，增强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和自
我防护意识。

截至目前，李应喜共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逾800场。他被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李应喜说：“只要还能走得动，护送孩子们
上下学这事儿我会一直做下去！”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有这样一个“小众”警种、特殊岗位——常
闻其声却鲜见其人，级别不高却号令全局，他们
就是110民警，承担着接警、指挥、打击、防范、服
务等职能，被称为公安机关的“大脑”和“中枢”。

1月 10日，记者走进郑州市公安局 110指
挥中心，探访110民警背后的故事。

110 接警员李博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
110接警员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接警登记，准确
无误调警，1分钟内完成这一工作流程。

“近年来，郑州市 110指挥中心苦练‘1、3、
5’分钟快速反应基本功，通过每年数十次的

‘红蓝对抗’系列演练和上百次的应急拉动演
练，锻造出了能够24小时昼夜守护绿城百姓安
全的110指挥团队。”李博说，守护平安、打击犯
罪，郑州 110接处警之快就体现在这“台”上一
分钟，而成绩背后却是“台”下十年功。

在接警员吴江的微信好友列表中有个特殊
的“朋友”，确切地说，是她的“工作对象”。吴江
指着微信好友“4点钟”的头像说：“2020 年夏
季的一天，凌晨4点左右，我接到这个男子的报
警电话，因事业受挫和家庭矛盾，他声称准备自
杀，要从30层楼顶跳下去。”

该男子处于醉酒状态，说不清自己的位置，
并且情绪波动较大，吴江在电话中耐心劝导，1
个多小时后终于成功将其劝服。

据统计，2020年，郑州市公安局 110指挥
中心通过指挥调度，共成功寻找各类走失人员
6700余人，服务群众数万次。③5

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高规格夏代墓葬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通讯员 胡惠娟）1月7日，在洛阳
王城公园门口，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使用手机扫码，按照
要求填写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进行入园登记。

记者从洛阳市城市管理局获悉，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目
前王城公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牡丹公园、中国国花园、西
苑公园、从政坊游园等均实行实名登记入园，做到信息可查
询、可追踪。游客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实名登记。

据介绍，游客可下载美团APP，输入相应公园名称，点
击免费预约选项，输入入园日期、游客数量、手机号码进行预
约。游客也可以选择现场进行实名登记，在公园门口扫描园
区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凭预约成功后生成的二维码入园。

前往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的游客，可关注“洛阳市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前往中国国花园的游客，除了
通过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携程网搜索“国花园”进行预约。

同时，对于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扫码预约的老人和小
孩，公园还可提供人工登记服务。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 月 8日，三门峡市推进复工复产暨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知，为了做好 2021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自即
日起，在全市启动实施健康绿码出行管理，来峡返峡人员及市
民群众要主动亮码出行，健康出行。

同时要求对中高风险地区来峡返峡人员严格落实入境报备
制度，强化集中隔离措施，提倡非必要不返乡，通过网络视频互致
节日问候，在外安心过好春节。确需返乡人员要提前或第一时
间向目的地村（社区）或所在单位报备，并持7日内的有效核酸
检测报告，核验健康码和通行码，自觉接受当地疫情防控管理。

通知还对大型活动、购物消费、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文旅、
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疫情防控作了详细规定，引导群众开展环
境“大清扫、大消毒”活动，对游乐设备、停车场、休息区、垃圾
点、公共厕所、电梯间等重点场所每日进行清洁后消毒。③5

实施健康绿码出行管理

从“警察叔叔”到“警察爷爷”

23年守护孩子们安全
1分钟接警
24小时守护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永葆忠诚
红色基因融入全警血脉

公安姓党，是公安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魂。
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人民警察之魂。

省公安厅党委始终把政治建警置于首位，牢
牢把握“四个铁一般”标准，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过硬公安铁军。

打牢思想根基、铸造忠诚警魂。举办厅机关
大讲堂24期，参加学习人员1万余人次；指导各省
辖市公安局举办政治轮训460期，培训民警3.5万
人次，持续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走心。

开展红色教育、上专题党课、线上线下同时
学、微信短信随时学……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主题党日活动，补足了广大民警的精神之

“钙”。
扎实推进全省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及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公安部
5次转发推广我省对口指导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试点单位——三门峡市及灵宝市公安机关试点
工作的经验做法。

河南公安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队伍，2020年，
程建阳、樊树锋等19名民警因公牺牲，他们以生
命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光荣使命，用初心和热
血筑成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的铜墙铁壁。

“一村（格）一警”
新时代“枫桥经验”花开中原

省公安厅党委以“一村（格）一警”为重要抓
手，建立了以社区民警为主体、以社区辅警为补

充、社区警务全覆盖的新型警务机制，有效提升了
公安机关服务群众、保一方平安的能力和水平。

从开篇破题，到纵深推进，再到完善提升，
一任接着一任干，省公安厅党委全力推动“一村
（格）一警”工作向纵深发展，构建了新型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实现了警务模式由被动向主动、由
粗放向精准、由传统向智能转变，实现了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目前，全省已建成标准化警务室 7806个、

警务工作站4.3万个，配备社区民警 9834名、专
职辅警4.3万名，基本实现“一室一民警、一站一
辅警”。

精准打击
“雷霆行动”被列为政法改革典型经验

针对突出治安问题，省公安厅以“雷霆行
动”为载体，统筹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打击行
动，形成合力，推动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

作为精准打击刑事犯罪的创新战法，“雷霆
行动”已成为河南公安克敌制胜的法宝，被写入
2020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并被中央政法委
列为政法领域改革典型经验。

——“雷霆 5 号”保护母亲河严打严治行
动。省公安厅围绕黄河流域破坏生态环境和妨
害高质量发展等“食药环”犯罪，建立沿黄九省
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协作区，构建“省级牵总、
市级主责、县级主战”打击犯罪工作体系。

——“雷霆 6号”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重点
打击涉黑恶犯罪、“套路贷”犯罪、涉互联网犯
罪、追捕涉黑涉恶逃犯，实施对涉黑涉恶犯罪的
整体打击、规模打击、精准打击。

一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省治安案件同
比下降7.2%，“两抢”案件同比下降22.9%，电信
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2.3%，盗窃案件同比下降
27.6%；截至目前，全省实现“五零”目标的社区
4060 个、行政村 37580 个，分别占全省社区总
数的65.8%、行政村总数的81.9%。

便民利民
警务创新领跑改革

从 2020年 3月起，河南省常住户口居民在
省内办理户口迁移，携带相关证件和申请材料
到迁入地派出所，即可“一站式”办理，无需回原
籍，也不用再出具纸质户口准迁证和户口迁移
证。

为顺应“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趋势，省公
安厅深度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公安机
关能够上网的各类管理与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河
南公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真正实现“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有 289项公安业
务可在网上办理，该平台注册用户达 4279 万
人，办理各类事项1.98亿件。

推行出入境和户口“周末办证”服务；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扩大
机动车免检范围；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
龄……省公安厅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最
多跑一次”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群众办事时间缩
短、成本降低。

铸魂砺剑写忠诚，不负使命守平安。全省
公安机关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对党的绝对忠
诚，用青春与热血，传承着人民警察的初心和使
命，书写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③5

省公安厅举行“迎接警旗暨向警旗敬礼、向警旗宣誓”仪式。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葬进行三维扫描。⑨3 赵海涛 摄

李应喜护送鹤壁市山城区第八小学学生过马路。⑨3 本报记者 郭戈 摄

“初心就是对马
克思主义信仰
的坚守之心”

确山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成员、竹沟镇
党委书记 韩成良

“初心就是一
腔热血的报国
之心”

郑州铁路物资有限
公司门窗厂党支部
书记 马继民

“初心就是不忘
本，不忘根，把
反哺家乡当作
一种使命”

河南省人大代表、
鹏宇投资集团总裁
朱新红

“初心就是不甘
落后的进取之
心”

“竹沟师傅”王金堂

“初心就是对共
产主义信仰的
执着之心”

竹沟革命纪念馆馆
长 鲁金亮

（上接第一版）
从学徒到师傅再到返乡创业，在王金堂等“竹沟师傅”

的带领下，确山县涌现各类提琴企业120余家，年产量40万
把，产值 4.5亿元。“英雄先辈为我们打下了江山，现在轮到
我们后辈建设家乡了。”王金堂说。

被群众不甘落后之心打动，河南省人大代表、鹏宇投资
集团总裁朱新红多年来在驻马店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深度
参与“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等公益事业。他说，作为一名
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这片传
承红色基因、革命精神的土地上，不忘本，不忘根，把反哺家
乡当作一种使命，就是我的初心。”

如今的确山，三山三丘三分田，半分水路半庄园，靠着
“一山一水一精神”，正逐步叫响“红色圣地·生态家园”，以
“红色文化为核心，自然山水为特色，乡村文化为底蕴”，在
“红土地”上做起“绿文章”。

“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之
心，就是一腔热血的报国之心，就是不甘落后的进取之心，
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之心！新时代共产党员要牢记
嘱托，坚决不给老区人丢脸！”确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竹沟镇党委书记韩成良说。③3

初心是对信仰的执着之心

（本组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