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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杨军政
朱付新）为确保元旦假期群众出行平
安，河南交警全警总动员，坚守疏导保
畅通，严查重点违法和重点车辆，多措
并举消除安全隐患，全力确保了全省道
路交通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特大交
通事故。据悉，元旦假期期间，全省公
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 3.6 万余人次，
设置执勤点1231处，组织异地执法小分
队 257组，派出督导组 196个，启动执法
站 172 个，启动农村“两站两员”劝导站
4272处，进驻企业监控室585家，共查处
酒驾 1267起、醉驾 156起、无证驾驶 800
起、涉牌涉证 2849起，拘留 107人，抓获
网上逃犯 1 名，查获吸毒人员 2 名。在
此，公布几例典型案例。

最不该：
准新郎醉驾被查获

2016年 12月 30日 21时 25分左右，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 22 岁的丁某与几
位朋友在夜市摊吃饭。因马上就要结
婚了，丁某心情很好，喝了大约 2 两白
酒后，驾驶轿车，沿南阳市工业路由北
向南行至张衡路南 200 米处时，被南阳
交警四大队民警查获。经测试化验，
丁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231.94mg/

100ml，属醉酒状态，12 月 31 日，其被刑
事拘留。因 2017 年 1 月 3 日是丁某的
婚期，公安机关按照人性化执法的理
念，在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后，1 月 2 日，
对丁某取保候审，以便使其如期举办
婚礼。

最罕见：
南阳一天查获2名醉驾女

2016年 12月 31日 13时 30分，家住
南阳市卧龙区 44 岁的女驾驶人李某在
该市仲景路某饭店与朋友吃饭时喝了2
两白酒后，驾驶轿车沿仲景路由北向南
行至汽车东站附近时，被南阳交警二大
队民警当场查获。经检测，李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93.11mg/100ml，属醉酒状
态，后李某被刑事拘留。

2016年 12月 31日 21时 45分，家住
南阳市宛城区环城乡的 29 岁女驾驶人
孙某，在喝过2两白酒后，驾驶轿车沿伏
牛路由北向南行至长江路口附近时，被
南阳交警七大队民警查获。经检测，其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30.10mg/100ml，属
醉酒状态。办案民警在将孙某刑事拘
留并送往看守所的过程中，经对孙某健
康检查，确认孙某已怀孕月余，遂按照
法律规定，对其取保候审。

最荒唐：
副驾醉酒开车，返回被抓

2016 年 12 月 30 日晚 7 时 30 分左
右，家住唐河县张店镇 27 岁的李某，与
三个朋友吃饭时，喝了 3 两白酒。同席
的魏某驾驶皮卡车送李某等人回家时，
遇到了设卡民警的检查，就在驾车的魏某
下车后接受酒精测试时，坐在副驾驶位置
的李某翻身坐到驾驶位置，突然驾车狂奔
而去。不久后，李某发现自己的手机遗
失，返回找手机时自投罗网。经检测，
李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205.21mg/
100ml，属醉酒状态，民警遂对其刑事拘
留，而魏某也因酒驾被处罚。

最可气：
丈夫醉驾，妻子同车

2016年 12月 31日 16时 27分左右，
家住南阳市卧龙 34 岁的张某（持 B1
证），在酒后驾驶轿车时，被设卡的南阳
交警四大队及异地用警的南召交警查
获。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320.75mg/100ml，属醉酒状态，数值位
居该市两天中查获的 25 起醉驾案件之
最。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张某
醉驾时，其妻子也在车上，放任丈夫危
险驾驶。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魏孝群）近日，一则“寻找丢失钱包失主”
的爱心信息刷爆了洛阳网络朋友圈，这是元旦节
后上班第一天发生在洛阳的暖新闻。

2017年元旦当天，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
所综合室的值班女民警胡艳霞，收到了一名周姓
老先生捡到的一个钱包，包内有身份证1张、银行
卡 4 张、1 月 12 日的火车票两张。胡艳霞当即进
行查询，但没有查到有用信息。

1 月 3 日，南昌路派出所迅速在“平安洛阳-
南昌路派出所”官方微博、微信发布了以《急寻找
丢失钱包的失主曾某某》为题的博文，请网友传递
爱心，发现线索迅速与警方联系认领。

同时，南昌路派出所还迅速通过洛阳信息港、
洛阳网等本地网络论坛，以及民警朋友圈、各种社
交软件迅速扩散招领信息，一时间刷爆了网络圈。

信息发出后，很快就有网友反馈正在通知失
主，网友纷纷顶贴留言支持：这就是正能量啊，赞，
温暖了整个冬日……

1月3日15时许，钱包失主女大学生曾某来到
南昌路派出所，从胡艳霞手中领回了自己的失物。

据悉，曾某是洛阳理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她
是在2016年12月31日从学校老校区乘公交车到
新校区的途中不慎将钱包弄丢的。曾某在感谢警
方通过网络找到她的同时，还当场给捡到钱包的
好心人周先生拨通了电话致谢。

本报开封讯（记者张东通讯员张宁）“谢谢你们
帮我找到了孩子！”一位老太太紧紧握着民警的手，
哽咽着说。2016年12月27日，通许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民警历经一个小时，成功救助两名走失儿童。

当天 20时许，该局特巡警大队一中队民警巡
逻至县委附近时，发现一名约九岁的小男孩站在
路边号啕大哭。由于天气寒冷，男孩的脸颊被冻
得通红，鼻子还在不停地流血。经耐心询问，民警
了解到小男孩在跟奶奶、弟弟出来玩时走散了，由
于急着寻找奶奶，他在慌乱中不小心碰到了路边
的电线杆，鼻子流血不止。

民警迅速帮男孩清理了伤口，随后开警车沿
男孩走过的路线帮其寻找亲人。当寻找至县城文
卫路电影院门口时，小男孩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路
边哭泣的弟弟。原来弟弟在发现哥哥不见之后，
便四处找寻哥哥，因此没有跟上奶奶的脚步，也与
奶奶走散了。为尽快找到孩子们的奶奶，民警将
情况迅速通报给六中队巡逻民警，请求支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寻找，六
中队民警终于在一家超市附近的快餐店门口，发
现了正在急忙寻找孩子的奶奶，并让老人与两个
小男孩通了电话。两个男孩听到奶奶的声音后一
个劲儿地喊“奶奶”。随后，一中队民警开车将两
个小男孩送至奶奶身边。

1月2日8时50分，鄢陵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称：位于兰南高速的鄢陵服务区路段发生多车连
环追尾事故。接到报警后，该大队官兵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指挥员带领救援小组分头行
动。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营救，成功将所有被困
人员救出。据悉，此次车祸的发生是由于夜晚大
雾天气，能见度不足10米导致视线不良，外加驾驶
员夜间驾驶相对疲劳造成的。记者 王园园 通讯
员 魏士杰 摄影报道

老先生拾金不昧
民警微博寻失主

兄弟俩夜晚相继走失
特巡警紧急救助

元旦假期全省交警查处酒驾1267起
警惕：莫学这些奇葩的酒驾！

近日，卫辉市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陈辉，副院长靖胜忠带领该院法官到驻卫
部队，为官兵们举办了一场法律讲座，让广
大官兵掌握了许多实用的法律知识，受到
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聚祥 郭敏 摄影
报道

鲁山县法院坚持能动司法，组织
广大法官走进乡村、街道、厂矿、学
校，广泛宣传法律，解决人民群众在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司法难题。图为1月
4日，该院法官走进工地向返乡农民工
赠送《农民工返乡创业维权100问》。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永超 摄
影报道

▲1 月 4 日，沁阳市法院的法官
来到该市常平乡解答村民提出的法
律问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新年伊
始，该院 10 个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

乡村街道、田间地头等，让农民群众
在“家门口”感受到司法服务带来的
温暖。 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建忠
摄影报道

近日，灵宝市司法局涧
东司法所联合相关部门，设
置宣传咨询台，对过往群众
进行法律宣传，并发放相关
宣传手册及资料。此次活
动为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
育，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
作用。

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李
辉刘朋远摄影报道

送法

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