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守护平安守护””在行动

政法文苑

新春正当时，病毒袭九州

生命重于山，责任扛在肩

封封请战书，枚枚红手印

何惧凶与险，逆行踏征程

抗疫争朝夕，战场无硝烟

全城设卡点，警灯昼夜闪

严打零容忍，防控不放松

党旗高高扬，誓言铮铮响

泣别小儿女，愧对爹和娘

丹心写大义，点滴见忠诚

流光熠警徽，豪气冲云霄

国难显身手，同心舞长缨

集体三等功，双手捧在胸

多少苦与累，尽在不言中

你们

是人民公安队伍里

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是人民警察的左膀右臂

是风雨同舟的兄弟姐妹

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你们

是服务人民的忠诚卫士

你们

和基层民警一同

用汗水兑现承诺

用真情服务人民

你们

是新时代警营一道靓丽的风景

你们所作的奉献

党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你们对公安工作的热爱

是警营里最美的青春画卷

致最美基层辅警
□驻马店市公安局张润东

抗疫
□淇县公安局吕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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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

获悉，1月4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顾雪飞到郑州实地督导检查省

“两会”安保工作，看望慰问执勤民

警辅警，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以抓紧

抓实“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切入

点，强化协同配合，确保全省社会大

局稳定。

在省人民会堂和紫荆山立交桥

附近执勤点，顾雪飞详细了解了警

力配备、勤务部署、应急处置等相关

安保措施落实情况，要求进一步强化

属地安保，执勤民警辅警要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加强会场及驻地周边治安

管控，提高巡逻密度和频次，确保绝对

安全。

顾雪飞强调，省“两会”是全省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公安

机关要以“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作

风，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协同配

合，统筹做好省“两会”安保和疫情防

控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落实。要进一

步筑牢环郑屏障，严格通道查控勤

务，最大限度过滤各类风险隐患。要

进一步强化整体防控，严格落实“1、

3、5分钟”快速响应和巡逻防控工作

机制，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切

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确保省“两

会”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范

玉龙陪同检查。

（本报记者李殿华通讯员张波）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近德固派出所民

警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成功救助一名跳

河轻生男子，避免了一起悲剧的发生。

1月4日中午，南乐县公安局近德固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西湖杏园桥有

一男子跳河轻生。接警后，值班民警快速

反应，携带水上救援设备奔赴现场，同时

第一时间与120急救中心联系。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该男子已被冲至

深水区，情况十分危急。民警迅速拿出救

援设备，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男

子救上岸。民警将轻生男子的湿棉袄脱

下，换上事先准备好的棉衣，随后又协助

赶来的医护人员将男子抬上救护车，送至

医院进行救治。

经检查，男子身体无恙。民警对该男

子进行了思想疏导和劝解，男子表示今后

会好好珍惜生命，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其家属也一再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感

谢。 （张泽民）

元旦前夕，开封市公安局龙亭分

局相继查获两宗涉野生动物资源案

件，保护了野生动物安全。

为保护国家野生动植物资源安

全，龙亭警方积极开展“利剑2021”打

防管控三号行动，助推“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去年12月26日，大兴派出

所通过线索发现其辖区内住户陈某

购买并饲养了一只狐狸。经相关部

门专业鉴定，陈某饲养的动物为赤

狐，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去年11月初，北书店派出所接到

群众举报称，其辖区有人购买濒危野

生动物。经过民警调查，很快将嫌疑

人纠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查获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缅甸陆龟2只。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纠某因

涉嫌危害濒危野生动物罪均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3只野生保护动物均移

交野生动物保护站救助，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谷剑冰杨晨）

为进一步增强在校师生的法治意识，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近日，夏邑

县公安局联合县人民检察院走进该县王集

一中、杨集一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民警与检察官运用近年来发

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详细讲解未成年

人犯罪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自身的法律意

识、自我防范能力，并通过以案释法、以法

论事的方式告诫未成年学生校园内外欺

凌、打架等行为的危害性，讲解遭遇不法侵

害时的处置方法。

民警还向师生普及了防伤害、防诈骗、

防溺水、防火灾和预防交通事故等方面的

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

“送法进校园”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及

家长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增强了在校学生自

觉守法和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为构建平

安夏邑奠定了更加坚定的基础。（宋欣杰）

1月4日，新郑市普降大雪，为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新郑市公安局交巡警

大队迅速启动雨雪等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应

急预案。民警提前到岗到位，积极疏导交通，警

示提醒群众注意安全，守护广大群众平安出

行。王丽萍摄

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中原油田

公安局积极落实“三防”基础建设、“高峰勤

务”“护学岗”等安保措施，切实筑牢校园安

全防控屏障。

该局突出人防建设的核心作用，督促

指导中小学、幼儿园配齐配强保卫人员，定

期开展培训和思想动态摸排，强化内部巡逻

守护等各项安保措施，切实提高校园内部安

全自防能力。突出物防建设的支撑作用，定

期对校园物防设施进行检查，对配备的防护

装备、防暴钢叉、防割手套等安防器材进行

维护、置换，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突出技防建设的关键作用，推动辖区中小

学、幼儿园全部安装一键报警装置，进一步

加强校园及周边视频监控升级改造以及联

网应用，推进校园安保工作纵深开展。

此外，巡特警支队、派出所坚持定点值

守和动态巡防相结合，落实学生上下学期

间“高峰勤务”和常态化社会面巡逻防控机

制，确保重点时段“见警察”“见警车”“亮警

灯”，形成“大范围巡、小区域查、重点值守”

的立体防控网络，提升了见警率、管事率和

震慑力。 （刘宏业）

“现在开庭！”近日，随着一声法槌

敲响，一场庭审正式开始。但是这场庭

审与众不同，原本应该坐在法官前面的

书记员不见了，但书记员记录所用的电

脑仍旧照常记录着庭审中所说的每一

句话，这正是许昌市魏都区法院“智慧法

院”建设的最新成果——“无书记员庭

审模式”。

“无书记员庭审模式”是魏都区法

院党组响应许昌中院工作部署要求，作

为去年年底重点工作在全院积极动员

落实的。该模式采用智能语音识别转

换系统，对庭审语音进行实时转换，现场

生成庭审笔录，同时全程进行录音录像，

全程均可无书记员参与。法官或当事

人想回顾庭审，可以即时查看庭审笔录，

也可以查看录音录像回顾庭审的“原汁

原味”，做到庭审记录双保障。

该模式实施以来，立刻在魏都区法

院各个业务庭引起强烈反响，员额法官

纷纷将手头即将庭审的案件安排为“无

书记员庭审模式”。自去年12月22日

开始实施至今，魏都区法院已开展20余

场无书记员庭审。

“这种模式极大地节省了司法资

源，让书记员从庭审记录中‘抽身’，将精

力投入其他审判辅助工作，有效缓解法

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民一庭员额法官王

强在体验过“无书记员庭审模式”后称赞

道。 （宋帆）

“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不但解决了单

一部门执法的局限性，更增强了执法的底

气，拓展了执法的方法手段。”1月5日，唐

河县医保局局长孙天领对前来回访的检

察官说。

去年5月25日，唐河县检察院检察

官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2019

年 9月，唐河县某民营医院及其4名工

作人员采取虚构或串换治疗项目、虚报

住院患者床位数等手段骗取20余万元

医疗保险基金被追究刑事责任，但4名

获刑人员的医师执业资格未被吊销，参

与骗保的部分责任人员仍在相关医疗

机构继续执业。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

有关职能部门未依法履行职责，致辖区

内少数医院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

金，造成医保基金流失。这些行为严重

扰乱了国家社会保障管理秩序，损害了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防止医保基金流失，守护好老百姓

的“救命钱”。 唐河县检察院于去年9月

和10月依法分别向唐河县医保局、卫健

委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其依法履职，采取有效措施追回被骗医保

基金，加大对骗保行为的惩治力度。

医保和卫健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

度重视，采纳了检察建议，迅速安排部署

对本县医疗保障领域的骗保行为进行了

全面分析和倒查案件问题根源，完善相应

监管机制，并对涉案人员和有关医院分别

作出相应处理。同时，县医保局对31家

协议医疗机构进行专项督查，对10家协

议医疗机构下发了《违规事项告知书》，追

回医保基金32.9万元。

“这次医保基金公益诉讼案件的成功

办理，不但追回了被骗医保基金，打击了

骗保行为，更重要的是探索建立了一套医

疗保险基金联合监管机制。”唐河县检察

院检察长李发武说。

（牛凌云马潜）

2021年12月31日，杞县人民法院

对年初招录的11名公务员进行集体廉

政谈话，使年轻干警在岁末年初接受一

次廉政教育，时刻牢记政法干警的职责

和使命。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成宏对新招

录公务员一年来的工作表现给予充分

肯定，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一要加

强学习，始终绷紧学习这根弦，增强自

己的政治素养，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

足够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能守护好社

会公平与正义这道防线。二要加强自

身素养，大力弘扬谦虚好学、谨慎细致、

务实苦干的作风，静心、齐心、用心做好

各项工作。三要加强廉政建设，重点学

好最高法院、省法院“五个严禁”和“八项

规定”，不碰红线，守住底线，切切实实做

到务实、为民、清廉。

通过集体廉政谈话，新招录公务员

对法院廉政作风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

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要求，随时保持清醒

的头脑，做一名清正廉洁的好干警。

（李冰）

近期，驻马店市公安机关又有一批

集体和个人受到公安部、省公安厅表彰

奖励。其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被公安

部记集体一等功，市公安局、新蔡县看

守所被省公安厅记集体二等功，市公安

局政治部被省公安厅记集体三等功。

新蔡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吕晓辉荣立个

人一等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支队二级警长李凯等12名同志荣立个

人二等功，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二级警

长杜银广等5名同志荣立个人三等功。

去年以来，驻马店市公安机关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以党建聚警心、以制度立规矩、以改

革促活力、以练兵强素能、以科技增战

力、以业绩树形象、以正气树导向，战胜

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打赢了一场又一场

硬仗。特别是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

维稳、防汛救灾、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大

考中，以“挺身而出担使命、竭尽全力为

人民”的责任担当，展现了全市公安队

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铁

军风貌，受到了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

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全

市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现里程碑式

发展。

据统计，去年，该市公安机关共有

15个集体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164名

同志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1名同志被

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305名同

志受到个人嘉奖，25个集体被评为成绩

突出先进集体，259名同志被评为成绩

突出先进个人。

（张润东李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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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1.00元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开启“无书记员庭审”新模式

杞县人民法院

新招录公务员参加集体廉政谈话

驻马店公安机关

一批集体和个人受表彰

唐河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公益诉讼+行政执法”助推医保领域社会治理

南乐县
男子跳河轻生
民警及时施救

夏邑县
警检联手送法进校园

中原油田公安局
筑牢防控屏障
守护平安校园

顾雪飞督导检查省“两会”安保工作

开封市公安局龙亭分局

查获两宗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1月2日，宝丰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

警帮助一名4岁走失儿童成功找到“回家的

路”，受到群众一致称赞。李萌萌陈亚诗摄

1月5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民

警冒着严寒，坚守疫情防控卡点，用实际行动筑

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图为民警在高速卡口

进行防疫查验。张芳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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