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淇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对辖区一男青
年王某实行治安拘留" 王某因与女友谈恋爱未
成!便往人家家门口贴烧纸#拴白布条!以达到泄
私愤的目的!最终被治安拘留"

高村派出所包村责任民警李秀成走访到何
某家时!发现何某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李秀

成便反复做工作!消除何某的思想顾虑" 何某
终于开口说$% 这几日! 不知我们家得罪了谁!

街门上多次被人贴小字报#拴白布条#贴烧纸!

不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事" &

经请求!所里于当天就对何某家门口进行
了布控!

!!

月
!"

日晚将再次作案的嫌疑人王某

当场抓获"王某对前几次作案情况供认不讳"据调
查!王某曾与何的女儿谈过对象!听说何的女儿与
他人订婚便怀恨在心!多次侮辱#诽谤何的女儿!

经派出所工作人员做工作! 王某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向何家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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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鹤壁市公安交巡警支队大力开展% 迎
峰度冬#保障民生&活动!积极为电煤运输车辆
开辟% 绿色通道&!确保电煤运输安全快捷#优先
通行"

鹤壁市公安交巡警支队高度重视电煤运输
车辆保通服务!对持有全省统一发放的% 电煤运
输通行证&的运煤车辆!一律简化检查程序 !优

先通行 !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 对不超过核定
标准

"#$

或轻微违法的电煤运输车辆! 不扣
车#不卸载#不处罚 " 如果遇有交通事故 !他
们坚持快速处理 !快速放行 " 对需要进入市
区 #县城城区送煤的车辆 !他们优先办理入
城通行证或暂免查验入城通行证 !保证运煤
车辆在全市所有运输道路上昼夜

%&

小时均

可正常通行"

他们还在电厂# 煤矿周边主要运煤道路和复
杂#拥堵路段!增派执勤民警!加强交通指挥疏导!

确保运煤车辆顺利通行" 并加强冬季恶劣天气交
通应急管理工作!开展危险#结冰路段排查整治!

切实提高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应对能力! 确保
电煤运输车辆道路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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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午!当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高
派出所反扒小分队队员在下车一瞬间将涉
嫌盗窃的冯某#李某摁倒在地后!两名嫌疑
人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真快' &

!#

月以来!驻马店市公安局东高派出
所不断接到在公交车上被盗的群众报警!

为此!东高派出所案件侦查大队成立便衣
反扒小分队!对市区公交车上的盗窃案件
进行专项打击"副所长许志勇带领小分队
队员分乘多辆公交车进行布控"

%'

日上
午!许志勇在乘坐的

!&

路公交车内发现两
名男子实施盗窃!

"#

秒后车门打开! 在嫌
疑人下车之际!队员扑将上去!制服了嫌
疑人" 当冯某#李某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讯
问时!他们还在说$% 你们真快' &二人对当
日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

"#

秒
驻马店警方
打掉一扒窃公交车犯罪团伙

为有效防止骗办出国出境证件的现象发生!

驻马店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经过反复实践#

探索和逐步修订完善! 推行实施一看# 二问#三
对#四查% 的

!%"&

&工作法!有效杜绝了骗办出国
出境证件的现象发生"

/0

!即看申请人提供的户籍资料#身份证
及相关证明材料是否真实有效!表格填写是否规
范!姓名#身份证号码#户号等是否一致!申请人
的职业#身份与申请事由是否相吻合等" 仔细查
验申请人与所提供的证件上的形象是否相符(根
据实际情况可再要求对方提供毕业证#结婚证等
证实材料!查验其他相关证件与本人的自然情况

是否一致!进一步确定申请人的身份"

12

!即反复向可疑申请人询问其出生日期
及出生地#属相#农历生日等本人自然情况(仔细
询问其家庭成员#工作单位和学校等情况" 在发
问时!做到不间断地反复提问!不给可疑申请人
以思考的时间"有些劳务人员谎报出国事由以探
亲访友为名申办护照!他们往往不了解所探访对
象的基本情况!如出国时间#出国事由#家庭情
况#社会关系等!受理时可通过询问!发现漏洞!

掌握真实情况"

34

!即严格执行三比对原则" 一是通过人
口信息系统比对申请人身份证件与本人体貌特

征是否一致(二是通过出国#境受理系统比对申
请人是否已持相关有效证件!是否属于法定不批
准出境人员#是否属于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行
政隶属关系由相关单位出具意见人员(三是通过
公安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比对申请人的办证信
息#出入境信息!识破申请人的骗办证件情形"

56

!即对有疑问的出国#境申请开展实地
调查" 对在前台受理中有疑问!但申请人又拒不
承认真实情况#难以定性的申请件!采取实地调
查其村) 居*委会#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工作单位
等方法! 了解申请人的办证情况和真实身份!确
保不出现骗办出国#境证件行为"

789)

驻马店警方% !%"&&法有效杜绝骗办出国#境证件

驻马店市公安局党委坚持以人文本!积极谋
划!采取多项措施狠抓从优待警工作!解警忧#暖
警心#凝警力!得到了广大民警的认可和好评!保
障了各项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

/:;<=>

" 通过对民警定期体检#健全
民警医疗档案等形式!构建民警健康状况预警系
统!保证患病民警及时得到治疗(通过搞好谈心
对话#开设心理健康热线等形式!帮助民警培养
积极健康的情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A2

" 民警生病住院#民警的直系

亲属去世!都要前往慰问或吊唁(每年为每名民
警统一办理生日蛋糕领取卡!为民警生日送去了
温馨的祝福(春节期间对特困民警#党员!积极开
展救助活动!每年仅发放救助金就

%

万余元"

3:BCDE

"为切实帮助市局民警子女按
时入学!体现局党委对民警的关心和爱护!市局
建立了金秋爱心助学长效机制!每年秋季开学都
筹措专项资金为考上大学的民警子女发放助学
金" 今年金秋爱心助学金

!!###

元!并为
!"

名民警
子女协调#办理幼儿入托事宜!解决了民警的后

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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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民警在遭受意外伤害
时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 减轻民警经济负担!市
局为民警办理全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J:KLMI

" 为了给民警创造良好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市局积极筹建由多功能厅#

老干部活动中心#图书馆#健身房#展览厅组成的
市局文体活动中心!加强对食堂#文化阅览室和
浴室等的建设"目前!健身房#篮球场#网球场#羽
毛球场设施已配备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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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公安局% 五项措施&从优待警

上蔡县检察院控申部门按照省#市两级院的
要求!并结合本院信访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 上
蔡县人民检察院点名预约接访工作制度,) 暂
行* "按照规定!来访群众可根据自己需要和意愿
选择公示栏内人员进行接访!群众预约由控告申

诉部门工作人员负责登记受理!并告知预约群众
相关权利和义务!如被点名的接访人外出!经来
访群众的同意可委托他人代理接待(如来访人不
同意由代理人接访!可再预约时间和地点!由被
点名的接访人按时到信访接待室进行接待"对接

访人员实行首办责任制和% 四定三包&制度!实行
谁接访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问
题% 定主办人员#定办案时限#定办案纪律#定办
案质量&#% 包调查处理# 包问题解决# 包思想疏
导&!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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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检察院落实点名接访制度

近日来上蔡县交警大队巧用课间操和体育
课时间!定期组织% 小交警培训&!深入开展文明
交通进校园宣传活动! 巩固中小学生文明交通
知识"

针对中小学生喜于接受新知识的生理和心
理特点!上蔡县交警大队将交警指挥手势培训演
练灵活引入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之中!努力做
到安全教育有静有动!环节相扣" 培训之中!同学

们不仅感到宣传教育内容的新鲜有趣!而且强化
了记忆和理解能力" 学校操场上!学生按照课间
操的队形有序排开! 跟随民警进行指挥手势学
练" 几十分钟下来!同学们很快掌握了交警指挥
手势的动作要领!并对指挥手势的含义和作用有
了一个全面了解" 教会了同学们如何分辨交警指
挥手势安全通过交通路口! 如何通过斑马线!还
让同学们加深了如何安全走路# 如何安全乘车#

正确识别交通标志线!以及如何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等方面的知识!有效提高了同学们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截至目前!上蔡县交警大队已为全县城区中
小学校培训学生% 小交警&近

(##

人!充分发挥出
% 小交警& 引领带动学生接受文明交通知识的教
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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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 小交警&培训有声有色

日前!民权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仅用一
天时间! 一举打掉一涉案价值

!##

余万元
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团伙!捣毁生产假冒
驰名商标品牌葡萄酒的窝点"

!!

月初!经侦大队获可靠信息!县城王
某伙同其前夫张某在一租赁仓库中生产
假冒葡萄酒" 经侦大队迅速采取措施!当
场查获假冒驰名商标的葡萄酒

")%

件!商
标标识

&##

套" 同时查明!自
%##*

年以来!

王某伙同他人共生产销售假冒的% 名牌葡
萄酒&

+)*"

件!价值
!#"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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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民权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成功捣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团伙

为严厉整治各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预防和
遏制道路交通事故!鹤壁市公安交巡警支队按照
上级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决定从今年

!%

月
!

日起至明年
"

月
!

日!在全市开展为期
"

个月的预
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期
间!他们将采取严厉整治措施!充分运用科技手
段!严查酒后驾驶#超速#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
等交通违法行为! 积极为全市春运#% 双节&#% 两
会&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为确保集中整治行动既轰轰烈烈又富有成

效地蓬勃开展! 他们成立了预防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集中整治活动领导小组! 制订了集中整
治工作方案!对各项行动进行了周密安排部署"

整治期间!他们将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执法#多
警联动#专业查缉#督察督导等有效措施!充分
运用号牌识别仪#雷达测速仪#酒精测试仪#执
法记录仪#气相色谱仪#道路监控#对讲机等科
技装备!严厉查处酒后驾驶#超速#超员#农用车
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他们组建专业
查缉执法队! 每月至少开展两次全市集中统一

行动!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种道路交通事故"

整治期间!他们特别坚持% 零容忍&!对酒驾再下
% 必杀令&"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暂扣驾驶证

"

个
月(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暂扣驾驶证

(

个月(

一年内两次醉酒驾驶的一律吊销驾驶证" 罚款处罚
的一律按法律规定上限从重处罚" 同时!对情节恶劣
的酒后驾驶人!要在媒体公开曝光" 公务人员酒后驾
驶的!依法严处#媒体曝光!并抄报文明办" 他们采取
多种整治措施! 确保整治行动取得良好执法效果和
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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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零容忍& 再下% 必杀令&

鹤壁交警开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集中整治行动

!!

月
!%

日!在一阵鞭炮声中!市民康兰
芬女士携全家来到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分
局! 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送到了肖承
进主任#宋长银副所长手中"% 当时我孩子
被砸在下面已休克! 如果没有好民警宋群
的奋力抢救!孩子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
全家人对宋群表示衷心的感谢' &

!#

月
!(

日下午!康兰芬
!%

岁的儿子刘
小虎与小伙伴在一处棚户区改造工地玩
耍!当他们爬上一座正在拆除的民房房顶
时!脚下的房顶突然坍塌!刘小虎被砸在
预制板下!情况十分危急"

正途经此地的宋群见状!挺身而出!

冒着山墙再次坍塌的危险! 用双手拼命
扒开瓦砾!掀开楼板!用了将近

"#

分钟的
时间! 终于抱出了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的
小虎!并拨打

!%#

"看到小虎在赶来的家人
的护送下被送往医院抢救时! 宋群悄悄
地离开了" 经过一个月的多方努力!康兰
芬最终才找到宋群" 康兰芬热泪盈眶!激
动地说$% 是人民的好警察给了小虎第二
次生命' &

,] X̂

"#

分钟
鹤壁市公安局分局好民警
扒开坍塌楼板救小孩

!!

月
!"

日晚! 淇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值
班民警赵有宏#王贺接令$辖区大海线罗元村
丁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求迅速出警"

民警在案发现场发现一
(#

岁左右老
年男性躺在路边!已经死亡" 该大队教导
员冯琦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并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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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组" 经初步勘查!肇事车为一
辆老年燃油三轮车!与行人碰撞后逃逸"

!!

月
!&

日上午! 专案组全体人员兵分
四路开始侦破" 至中午时分!民警贾春茂
一组传来好消息!肇事车型已确定为力之
星老年摩托三轮车! 其中罗元村就有

!(

辆" 县局党委委员#大队长赵成喜来到现
场!要求继续排查"

在
%%

个小时之后!最终在罗元村一农
户家中发现被遮盖住的肇事嫌疑车辆"目
前!此案肇事嫌疑人已经确定!正在实施
抓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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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
淇县交警
快速破获重大肇事逃逸案

鹤壁交警积极开辟电煤运输% 绿色通道&

.

生死时速
/

恋爱不成% 使损招& 发泄私愤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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