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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 宁晓波/图）
为加强郑州、洛阳、开封、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三门峡、商丘等 10个省
辖市扬尘污染治理，全面落实工程运输
车“三项准入、三不出厂、三方惩治和四
统一”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工程运输（渣
土）车清运管理秩序，深化全省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研究
决定，自11月14日起，针对上述10个省
辖市每周组织开展一次异地用警，重点
开展严查城市工程运输（渣土）车交通
违法行为集中统一行动。

11月14日夜间起，集中整治行动在
全省展开。当日截至 15日凌晨 1时许，
郑州市区统一行动共查处货车、渣土车
等161辆，处罚驾驶人43名。

据了解，上述10个省辖市交警部门

分别抽调30名警力，共组成10个异地执
法组，自带车辆、单警装备和执法记录仪
到检查地开展工作；总队抽调30名警力
成立机动队，由副总队长吕光辉带队参
与郑州市异地互查统一行动。当晚在郑
州的行动中，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忠华、省
交警总队总队长冯国文全程予以督导。

据统计，截至15日上午此次异地用警
共出动警力2416人，组织异地执法小分队
62个，与住建、城管等部门联动执法，突击
检查城市工程运输（渣土车）2771辆、查处
渣土车违法行为695起（其中超载15起、涉
牌涉证违法301起、不按规定路线行驶354
起、不按规定装载12起，同时查处酒后驾
驶12起、疑似醉驾1起）、处罚1066人次、
累计驾驶证扣分688分、行政拘留29人。

（线索提供金豪）

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 宁晓波/图）几名
男子通过QQ群“组团”预谋到郑州市郑东新
区抢劫“富人”，踩点多次一直下不了手，最
终作案未遂被警方抓获两人，团伙直接覆
灭。近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九如路派
出所民警通过对一起普通纠纷案件的当事
人细致盘问和仔细观察，成功破获一起预谋
抢劫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成功摧毁
一个通过网上临时组队、线下多次合伙预谋
的抢劫团伙。

保安及时发现 民警盘查露破绽

11 月 10 日 23 时 16 分，郑东分局指挥中
心指令：在东风东路与地德街交叉口，绿城
百 合 小 区 夜 巡 保 安 与 3 名 男 子 发 生“ 纠
纷”。九如路派出所民警秦臻、张强接到警
情指令后迅速到达现场。

在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 3 名男子都是
外地口音，且神情紧张、语无伦次，于是明白
了夜巡保安不让 3名男子离开，要求等待民
警前来处理的用意。就在民警提高警戒，继
续盘问过程中，两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秦
臻和一名夜巡保安当场将一名男子进行了控

制，而张强和另一名夜巡保安去追赶另外两
名逃跑的男子，在追到离现场约 1公里的运
河桥时，民警等人成功控制住一名逃跑的男
子，其余一名男子逃脱。

网上组队欲作大案防范严密无处下手

男子逃跑的举动，更加引起了民警的警
觉，于是将控制住的二人带至派出所进一步
盘问。民警经询问得知，两人一个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杨某得；另一个
是湖南省新宁县的林某松。嫌疑人杨某得
供述了伙同网名“一生无悔”和“任我行”组
成 3人临时团伙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3人
先是从 QQ 群聊天中得知郑东新区绿城百
合小区附近有别墅、豪车等信息。3 人在互
不认识的前提下临时组队，自 2016年 11月 1
日开始至 7 日，3 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购买了
仿真枪、宽胶带、黑色帽子、手套等作案工
具，每天 14时至次日凌晨共 7次来到所谓的
富人区寻找目标实施“绑票”或抢劫。但因
迫于外部各种巡逻压力和内部出现不合等
问题均没有得逞。

11 月 7 日，因团伙内部不合导致“一生

无悔”提前退出，“任我行”又将网上结识的
林某松拉入重新组队。杨某得、林某松和

“任我行”3 人继续持作案工具找机会“下
手”，但仍未“得手”，气急败坏的“任我行”
宣布退出。

伺机作案未得逞 两人夜间被抓获

11 月 10 日，犯罪嫌疑人杨某得、林某
松又物色到了网名为“冷酷无情”的男子再
次组队，准备作案。当日 23 时许，3 名犯罪
嫌疑人在农业东路对一单身女性准备抢劫
时因为男性及时出现没能得逞，又在东风
东路与地德街交叉口继续等待目标出现时
两人被抓。

办案民警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后，立即在
犯罪嫌疑人杨某得的指认下，起获了匿藏在
绿化带中的仿真枪、宽胶带、刺刀、黑色帽子
等作案工具。在大量物证下，犯罪嫌疑人林
某松对预谋实施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得、林某松已被
刑事拘留。“一生无悔”、“任我行”、“冷酷无
情”正在追捕过程中。

（线索提供 李鸣钟 秦丹）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张珊珊）“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刚
过，快递高峰随之而来。现阶段，
快递公司站点仓库货物堆积如
山，消防安全成了最容易忽视的
地方，稍有不慎，威胁到的不仅是
财产损失，而且还有生命安全。
为保障快递行业消防安全，近日，
省消防总队与省邮政管理局联合
发文要求各地注意物流中心防火
安全，坚决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伴随受益网购电商的崛起，
一些快递企业为扩大经营规模和
服务网点覆盖面，迅速扩张，快递
点存在不少火灾隐患，出现如建
筑耐火等级不足、安全疏散不达
标、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消防设施
器材缺失等问题。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各地消防部门及邮政管理
部门将对辖区快递企业开展一次
排查，摸清快递企业特别是集散
中心、分拣中心、营业网点的底
数、分布情况，重点从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建筑耐火等级、安全
疏散、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电气线
路敷设等方面实施整治。

消防与邮政管理部门将立足
本地实际和快递行业特点，结合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内容，指导
并组织快递企业经常性开展专业
消防知识培训和灭火应急疏散演
练，使快递企业经营者、从业人员
掌握基本的疏散逃生和灭火技能
等，不断提高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的消防安全素质，从根本上减少
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快递行业
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省 消 防 总 队 相 关 负 责 人 提
醒：物流仓库要分门别类，保持仓
库的防火间距，清理消防车通道；
严禁“三合一”现象；配足消防设
施，保持电路安全；定期开展消防
疏散演练；严禁在仓库等堆放货物
的区域抽烟、使用明火；一旦发生
火灾，请及时拨打 119报警电话。

本报讯（记者王富晓）冬季来临，
用电量剧增，各种取暖电器使用频率
增加，为有效预防冬季火灾事故发生，
切实提高辖区火灾防控工作能力，昨
日，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祥云派出
所、祥云街道办事处、经开区消防大队
联合，对辖区单位、场所、学校等 200
余人进行冬季防火专题培训。街道各
个社区的综治主任及网格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

培训会上，消防专家和民警分别
以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重特大火灾
事故为案例，说明火灾的危害性，同时
深刻分析了案例中火灾事故发生的原
因，并对火灾事故现场的处置办法及
流程作了详细讲解，使参训人员在火
灾防范和应急处置两个方面都得到了
学习和掌握。

通过此次培训，全体参训人员深
刻认识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提高
了安全意识，增强了消防隐患排查能
力，有效夯实了基层安全生产工作。

我省10个省辖市异地用警

集中排查整治
消除物流中心火灾隐患

冬季消防安全培训
有效预防控火灾

近日，为规范城区店铺经
营秩序，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
光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会同工
商局、烟草局等职能部门，在城
区开展了打假专项行动，重点抽
查了快递、餐饮、药品、电动车销
售等行业，查获假冒“利群”、“黄
鹤楼”牌香烟 50 条，涉案金额
7500元，收缴假冒“丁桂儿脐贴”
15个。图为民警会同工商人员
对正销售的电动车进行检查。

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李厚
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欧
阳康龙/文图）11 月 14 日 7 时 18 分，
淇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位于鹤壁
市淇县京港澳高速公路东半幅 550
段发生车祸，一名半挂车司机被困
驾驶室内。接警后，淇县大队立即
调派两辆消防车、12 名官兵赶赴现
场实施营救。

由于事发时淇县境内出现大雾天
气，且高速上发生堵车，当日 8 时 05
分，淇县消防大队官兵到达现场，到场
时高速交警已到达现场实施高速警
戒。事故现场经初步侦查为 5车连环
相撞，其中一辆半挂车车头部分由于
追尾导致严重挤压，一名司机被困驾
驶室内；另一辆拉运海鲜的货车上氧
气瓶发生泄漏。指挥员迅速下达救援
命令实施施救。经过一个多小时抢
救，9 时 51 分成功救出被困者并移交
给 120急救人员。10时 05分，现场移
交给高速交警。随后，消防官兵收拾
完器材安全归队。

高速5车相撞
消防紧急救援

◀民警展示犯罪嫌疑人使
用的作案工具

救援现场救援现场

夜查现场

抢劫团伙
作案未遂即被抓

夜查渣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