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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起! 安阳市公安局严格请销
假制度!全市公安机关各级带" 长 #字的
干部停止一切休假! 非特殊原因或不可
抗拒因素不准请假! 全力以赴投入到打
防刑事犯罪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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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积极开展" 双整%活动的带
动下! 驻马店市公安局全体民警经过不
懈努力! 克难攻坚! 相继破获了一批命
案! 并成功抓获了被公安部列为

#

级逃
犯的系列强奸&抢劫犯罪嫌疑人马万党$

日前!驻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国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宪
中!副市长孟宪飞深入驻马店市公安局
现场办公!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取得的
成绩表示祝贺$

在听取公安局前一阶段的工作汇
报后!刘国庆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要继续深入开展" 双整%活动!及时
总结经验教训!务实重干!为保卫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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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驻马店市公安局被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暨
平安家庭创建协调组授予" 全国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并颁发奖
牌和证书$

据了解!近期以来!驻马店市公安
局高度重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在
反拐专项集中行动中! 共立拐卖妇女&

儿童案件
"%

起!破获
&'

起!解救被拐卖
妇女& 儿童

($

名' 打掉拐卖犯罪团伙
&

个' 打击处理拐卖犯罪嫌疑人
"'

人!有
效打击&遏制了全市拐卖妇女儿童违法
犯罪的滋生$

这对保护妇女儿童&完善权益保护
机制&推动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开展维
权服务!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等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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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炎热七月!中原警界的战士们努力挥洒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他们有的停止休假去守卫群众财产安全!有的
顶着烈日保证百姓顺畅出行!有的克难攻坚破获案件((

汗水落下!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八月是收获的季节$ 而他们的战果!是一块奖牌&一声肯定&一把伞&一瓶水((

近期!上蔡县公安局通过入户采集实
有人口信息!

)*

天内成功抓获
&

名逃犯$

%

月
"

日!上蔡县公安局东洪派出所
民警在采集信息中获悉!上蔡县东洪乡
大李村的网上逃犯李二元正在家中盖
房!东洪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将李二元
成功抓获$

)$

日中午!蔡沟派出所民警
采集实有人口信息后!及时输入微机对
比!发现任寨村村民张占国系济源市济
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上网追逃的人员$

发现该情况后! 民警及时对其布控!后
成功抓获$

)(

日下午!杨集派出所民警
在信息采集中获悉!上蔡县崇礼乡石庄
村的网上逃犯石海田近期正在家中!所
长李国喜组织警力在石海田家中将其
成功抓获$

据了解! 上蔡县公安局积极开展
" 每周至少为辖区群众做一件好事!每
月至少摸排一条有价值的案件线索!每
月至少排查化解一起矛盾纠纷%的" 三
个一活动%! 充分利用入户核对户口信
息的良好时机!组织民警积极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摸排案件线索!化解矛盾
纠纷!切实拉近了警民距离!推动了实
有人口大会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了
公安工作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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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南阳市油区中心冷饮店的孙经理!自发
来到油区主干道的交警执勤点!给执勤的交警送来
了一把遮阳伞&几箱矿泉水和冰棍等$

据了解!

%

月份以来!持续高温天气笼罩油城$

南阳油田公安局加大力度!重点整治闯红灯&乱停
乱放&涉牌涉证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交巡警支队
民警!战高温&斗酷暑!坚守各执勤路口!纠违章!

保畅通!在为油区居民营造安全出行环境的同时!

更赢得了油区居民的心$

据统计! 南阳市油田公安局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

起!查扣交通违法车辆
!+

台!行政处罚
$&"

人!清理占道经营
'(

处!消除了各项交通安全
隐患!实现了交通事故零发生$

<!H=$ %>' -./ ?IJ KLMD

社区门口架灵堂 民警调解法得当
律师建议)" 讨说法要通过正当途径%

!

月
"

日!省相关领导在" 河南省公安
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 第

'%

期工作简报
上! 对南阳油田公安局成功处置一起因
意外死亡引发的堵大门&设灵堂&闹社区
事件作出批示!称此事" 处理得好%$

"

月
$'

日
)(

时许! 河南油田某社区一项目
部员工李某在油田附近河中使用电捕鱼器捕
鱼时不慎中电身亡!其亲属以" 单位管理不严&

李某上班时间脱岗外出致意外死亡% 为由!要
求社区进行赔偿$并于

"

月
$(

日聚众堵门!且打
着横幅!把棺材放在社区门口!扬言要" 讨一个
说法%$

"

月
$+

日下午! 死者亲属因与社区协商未
果!再次纠集更多人员!到社区架设灵堂!封堵
大门!不让车辆&人员进出!严重影响正常工
作$死者亲属情绪激动!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不
少不明真相人员站在同情死者亲属的立场!纷
纷声援支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的群
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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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油田公安局双江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出警$南阳油田公安局局长梁显文说)

" 我们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但他们这种做
法是不正当的$ 为了防止不明真相人员参与起
哄!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良好!公安局工作人员
在讲求适当工作方式方法的前提下!积极介入!

全力化解!严防出现过激行为$ %

公安局副局长郑石磊当晚赶赴现场! 抽调
民警组成专门工作小组! 敦促尽快妥善解决$

郑石磊率民警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对死者亲属
进行耐心劝导!并发动有威望的邻居及朋友做

死者亲属工作!将双方负责人劝离现场!协调
双方协商解决!使事态逐步趋于缓解$ 在民警
的耐心劝解下! 死者亲属终于同意撤走灵堂$

经过民警连续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 当晚!社
区大门恢复了通行$

之后!民警又敦促社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加大抚恤力度!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 社区
给死者亲属补偿! 死者亲属保证不再聚集堵
门! 一场险些暴发大的冲突的矛盾纠纷得到
成功化解!社区和油田生产&生活又恢复了正
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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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死了!肯定想要个说法$ 先不说主要
过错在哪一方!至少事后处理方式上!他们的做
法是不恰当的$ % 在该社区上班的员工李女士
说!" 在社区门口架灵堂!上班感觉像是去奔丧!

谁心里会舒服呐$ 即便是本来对他们有同情心
的!现在也会产生厌恶了$ %

针对该事件!有律师表示!" 目前!普通民众
知法&懂法却不用法的现象普遍存在!盲目按照

自己的意愿行事!以为声势越浩大事情越容易
解决$ 殊不知这都是在以身试法!很容易酿成
恶性事件$ 正确的做法还是通过法律途径!才
能得到有效解决$ %

这一事件经南阳市油田公安局上报省公
安厅后! 省领导认为南阳油田公安局工作严
谨&方法妥当&处置得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和
更大影响!遂作出肯定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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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长%字的干部停休假
安阳市公安局大力开展打防刑事犯罪" 狂澜%行动

夏季气候炎热!很多市民为保持室内通风
凉爽!晚上或午间休息时喜欢打开窗户!殊不
知这正好给盗窃分子实施" 钓鱼式%盗窃或入
室盗窃提供了可乘之机$

" 夏季入室盗窃&* 双抢+ 等侵财犯罪呈现强
力反弹!严重侵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因此我们决
定集中两个月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打防刑
事犯罪* 狂澜+行动$ #安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郭法杰在打击刑事犯罪现场会上做出要求$

安阳市公安局一方面专门成立打击入室
盗窃& 盗窃机动车和电动车& 砸汽车玻璃盗
窃&街头, 双抢#

'

个专案小组!分门别类!根据
不同类型盗窃案的惯用手法和特点! 有针对
性地制定侦破方案和策略! 对违法犯罪实施
精确打击$

与此同时!按照, 警力跟着警情走#的要求!

加大警力投入!抽调机关民警&保安队员和巡防
队员

+**

人$ 组织派出所民警&交警&巡警&特警
等统一编组!屯警界面!警便结合$ 采取错时工
作制!加强对案件高发时段&路段和非封闭小区
的巡逻布控!有效震慑各类违法犯罪$

, 根据民警平时破案经验!嫌疑人作案目标
以平房和楼房低层住户为主! 偶尔也涉及高层
住宅!且闲置的住宅是犯罪分子最* 理想+的下
手对象$ 作案手段主要有钻窗&溜门和撬门等$

因此! 市民夏季出门旅游最好托邻居或朋友不
定期前来照看$ 睡觉&出门前关严门窗!反锁防
盗门!特别注意厨房&卫生间的窗户及排气口&

空调口是否严实等$ #郭法杰提醒市民$

同时!警方提醒)若发现盗贼正在作案!一
定要记住莫逞英雄!应寻找机会报警$ 如果已
经被盗则首先要保护好现场!不要急于入室核
对损失的财物!同时要阻止旁观人触摸&接近
现场!以免现场被破坏!应等待公安机关前来
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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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公安局积极
开展, 双整#活动

高温罩油城
群众送清凉

驻马店市公安局获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十天抓获仨逃犯
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帮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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