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开封市公安局犯
罪侦查支队禁毒大队副大队
长张铮

不畏病痛
但为事业

□记者 李向华孙梦飞

政法干警为公奉献政法干警为公奉献
从优待警凝聚力量从优待警凝聚力量

1973 年出生的李勇，1996 年 12 月参加公
安工作，三级警督，生前任信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浉河勤务大队火车站中队中队长，2014年
12 月 21 日因公牺牲，曾多次被评为优秀人民
警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多次
获得嘉奖。

2014 年 12 月 19 日，李勇作为负责人在大
队部带班，负责当日大队全天的日常工作处
理，忙碌了整整一天。12 月 20 日上午 8 时，完
成带班交接后，李勇本可以休息一上午，但他
放心不下其所在的火车站中队，便回到中队岗
亭继续值班。

信阳火车站是全市最繁华地段，上午 9时
50 分，火车站周边路段开始逐步出现交通堵
塞。好在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让李勇和战友们
练就了超常举措，再堵的路段，在他们手上，很
快就会畅通无阻。经过李勇和战友们 10多分

钟的疏导，堵塞点畅通了。望着眼前依序而去
的车流，李勇总算是喘了口气。然而，当指针
指向10时05分许，劳累的李勇突感不适，头上
不断渗出颗粒大的汗珠，他只好叫其他战友维
护交通秩序，自己回到警亭休息。他一只手使
劲捶胸口，另一只手狠狠地掐着大腿，直喊腿
疼，想走却用不上劲。战友们见状，立即拨打
了120，将他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经多家医院全力抢救，终因突发主动脉夹
层，导致呼吸系统衰竭，12 月 21 日 14 时许，李
勇因公牺牲。

李勇 18 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从事道路交
通秩序管理工作。在大队的多次人员调整中，
领导征求他的意向，但他还是毅然坚持留在路
勤执法的第一线。无论走到哪里，李勇都时刻
不忘人民公仆的本色和为民服务的宗旨。他
用生命诠释了对人民和事业的忠诚。

张铮于1989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1997年
12月到开封市公安局缉毒支队工作，2015年 7
月16日任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禁毒大队副大
队长，三级警督，曾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
个人三等功两次，两次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警
察，两次荣获全省“中原卫士”称号，多次受到嘉
奖，2014年荣获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

在张铮参加公安工作的 26 年中，有 18 年
都在从事缉毒工作。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工作
的状态下，张铮患上了支气管哮喘等多种慢性
病，可他从没有向组织和领导叫过一声苦、喊
过一声累，加班加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张铮爱工作，也爱家人。他曾愧疚地对家
人说：“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将来一定好
好补偿你们。”但是，有时这种补偿是等不来
的。2000 年夏天，张铮 58 岁的父亲突发脑溢
血住院治疗，从外地出差办案回来的他急忙赶

至医院时，父亲已陷入昏迷状态。张铮整夜守
在父亲病床前，也没有听到父亲一句话，就与
父亲永别了。

2015 年“古城亮剑”集中行动，在 7 月 7 日
晚抓捕毒贩刘某的行动中，张铮发现嫌疑人极
力反抗逃脱时，作为机动组侦查员的他眼疾手
快，迅速驾车进行堵截。当发现嫌疑人距离拉
近时，他一个猛扑将正在逃窜的刘某截获。负
隅顽抗的嫌疑人刘某双手死死掐着张铮的脖
子，张铮毫不畏惧将嫌疑人牢牢抱住，与嫌疑
人刘某展开殊死搏斗，在众多见义勇为群众和
交巡警的帮助下成功将嫌疑人刘某抓获，当场
缴获毒品24.61克，胜利破获此案。

张铮同志抓捕毒贩英勇负伤后，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作出批示；省政府
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许甘露作出
批示：“好样的！向张铮同志致敬。”

——追记信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浉河勤务大队火车
站中队中队长李勇

连续工作
执勤中倒下

□记者 李向华孙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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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甘露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

从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做起，让守
纪律、讲规矩成为一种习惯、一种
追求、一种常态。要始终坚持政治
建警，进一步做到对党忠诚、立警
为公。持续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切
实打牢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思想
根基，不断强化听招呼、守规矩的
纪律意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守
信仰。要始终坚持制度建警，时时
处处遵章守规、秉公用权。加快建
立权力清单，厘清权力边界和应承
担的义务、责任，依法公开权力运
行流程，真正把权力用在为民造
福、为党尽责上。要始终坚持从严
治警、从严治长，做到率先垂范、廉
洁从政。领导干部要坚持“一岗双
责”，既要管好自己，做廉洁从警的
模范，又要抓好分管部门的廉政建
设，坚持业务、队伍“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始终做到对违法违纪
行为“零容忍”，坚决查处腐败问
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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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星期一 阴□□记者记者 牛亚丽 企业走访“四必问”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

些问题需要你们解决。”洛宁县法院法官走
访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时，该公司负责人
周某拽着法官的手焦急地说。这也是该公
司自落户洛宁以来，法官联络员第十八次
帮助该公司解决纠纷。

据了解，洛宁县法院通过排查筛选，向
全县 16 家重点企业派驻了 32 名法官联络
员。一年多来，法官联络员通过开展经常
性的走访调研、上门服务、就地调解、座谈
交流等工作，先后为企业解答法律咨询
166次，指导企业完善工作措施19条，化解
涉企矛盾纠纷 232 件，为企业发展和项目
建设提供了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
法保障。

“我院法官在走访企业时要做到‘四必
问’，即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生产现状必问、
企业存在的法律困惑必问、企业对法院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必问以及企业需要反映的
问题必问，并且对审执结的涉企案件，以实
地走访、当面约访、电话回访等形式，对相

关企业进行回访。”该院院长陈建春告诉记
者。

“一次，法官在某大型畜禽养殖企业回
访时，该企业负责人对我们的法官说：‘真
没想到，我们以为案件还没审结，执行款就
已经到位了，这样的办案速度我们咋能不
点赞！’看着当事人满意的笑容，我们心里
也乐开了花。”宣教科负责人尚新涛说。原
来，去年年底该企业和某公司出现债务纠
纷，承办法官快审、快结，为企业提供了满
意的司法服务。今年以来，法院已完成了
对10户重点企业的走访，征集到有益于法
院工作的合理化建议30余条，为准确把握
经济社会发展对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收
集了宝贵的信息资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据介绍，该院以辖区内16家重点企业
为服务对象，优化司法服务措施，突出服务
重点，提升服务效果。首先，成立领导小
组，设立法院与企业联络办公室，开通为企
业服务热线电话，确保企业与法院信息畅
通。其次，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联系。选

派责任院长及业务庭室负责人作为服务企
业联络员，及时向企业发放法企联系卡，搭
建法企“连心桥”。并要求在重点企业建立
巡回审判点或便民联系点，进一步推广巡
回办案、上门服务等经验做法，简化办事程
序，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强化司法保障措
施，坚持“司法为民”，优化投资环境。为方
便企业诉讼，实行了假日立案、远程立案、
诉讼引导员等便民措施，对经济困难的企
业，先执行后收费，诉讼费实行缓减免，保
障诉权。最后，加大涉企案件的审执力度，
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法院开辟企业维权

“绿色通道”，对涉企案件做到优先立案、优
先审理、优先执行。对于涉及大额拖欠影
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案件，讲究执行方法、执
行手段，努力提高执行效率，竭力减轻企业
的债权负担和资金周转压力，最大限度地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近日，浓重的雾霾
给这个双节带来一份烦忧：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增高，焚烧秸秆不仅气味呛人，而且极易引
发团雾。近日，记者从河南省 2015 年秋季秸
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上了解到，对于秋季秸秆焚烧问题，省政府
出重拳、用重典，明确表示发现一个火点，要
对相关县区罚款50万元。

在夏季秸秆禁烧工作中，省政府办公厅
专题印发了《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的通知》，并出台措施，对每一个发现着
火点的市、县由省财政扣拨财力 50 万元。据

统计，今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5 日我省共发现
火点数 468 个，全省扣拨县（市、区）财力达
2.34 亿元。其中周口市发现火点最多，有 82
个，被省财政扣拨财力4100万元。

在奖惩并举、综合施治，严格落实问责、
约谈和经济处罚等多管齐下之下，全省夏季
焚烧秸秆的现象明显得到控制，火点数与去
年同期相比，减少 307 个，减少比例为 39.6%。
但会议同时指出，秸秆焚烧问题存在反复性，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由于耕种面积广、秸秆量
大等原因，秋季秸秆禁烧工作仍然十分艰巨。

近日，省政府再次召开全省 2015 年秋季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
会议，对做好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指出，在秋季秸秆
禁烧工作中，要继续严格实施问责约谈、经济
处罚、行政处罚、公开通报、奖励先进等奖惩
措施，省政府将成立 9 个督查组，对各地秸秆
禁烧工作进行督查，依然是以县区为单位，继
续执行每一个火点省财政扣拨财力50万元为
标准，凡发现10个以上火点的，由省政府约谈
各省辖市政府分管的负责人；凡发现 20 个着
火点的，由省政府约谈省辖市政府的主要负
责人以及着火点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讯
员 武德龙 李庆旺）9 月 24 日，在濮
阳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平安龙都”
百日会战行动中，正在执行拦截盘
查任务的台前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张兆军被一强行闯岗的醉驾男子
撞成颅骨骨裂。事发后，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许甘露专门作出批示，
要求全力救治受伤民警。目前，受
伤民警经过抢救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

按照濮阳市公安局“平安龙都”
百日会战行动的部署和要求，连日
来，台前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
力在双节安保期间开展严打严防工
作。9 月 24 日 14 时许，该大队重点
车辆和重点人员监督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张兆军等人在打渔陈镇花庄村
至杨井村的公路上设置检查岗，对
涉嫌酒驾人员进行盘查。此时，一
男子驾驶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曲线
向检查岗方向行驶过来。见此异常
情况，张兆军等人示意该男子停车
接受检查。但该男子置之不理，不
顾一切向前冲去，并将正要实施拦
截的张兆军撞倒在地。张兆军被撞
倒后，鲜血不停地顺着耳朵流出。
经医院诊断，张兆军为颅骨骨裂、创
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血肿。
后经医院全力抢救，张兆军脱离了
生命危险。9 月 26 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和濮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

事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汪某
很快被民警抓获。经抽血鉴定，汪
某达到醉驾标准。目前，汪某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

省政府对秋季秸秆焚烧出重拳

发现一个火点，罚款50万
醉驾男子闯岗
民警被撞重伤

医院诊断为颅骨骨
折，经全力抢救已脱离
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