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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左
力 丰兴汉 刘东涛）8月 15日 8时，唐河县
公安局接上级情报预警称，两名恐怖分子
驾驶一辆黑色轿车携带凶器或爆炸物正
途经唐河县欲进京实施暴力恐怖袭击。

接到预警后，该局立即通过道路监控
锁定车辆位置，并指令特巡、反恐应急处
突力量在该车辆途经路段设卡堵截。特
巡、反恐应急处突力量迅速到位，利用车辆
及阻车工具，设置布控区域，并在前方安排
观察哨。观察哨首先发现嫌疑车辆，立即
向全体民警通报，并尾追嫌疑车辆对其实
施堵截。最终，嫌疑车辆在前有围堵，后
有追击的情况下被控制在布控区域。

“01，01，我是 02，我们已对嫌疑人成
功拦截，是否实施抓捕？请指示。”“立即
实施抓捕。”随着指令下达，突击组分两组
以战术队形进行逼近，由于嫌疑人系恐怖
分子，可能携带凶器甚至爆炸物，危险程

度极高，突击组首先在安全距离外喊话命
令恐怖分子离开车辆、接受检查。其中一
名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手持砍刀向特警队
员扑过来，突击一组果断处置，将其击
毙。另一名恐怖分子见此情形，假意投
降，下车后不断向特警队员靠近，随后拔
出藏匿于背后的斧头实施攻击，突击二组
的盾牌手迎面而上，遮挡其视线，接着主
攻手顺势将其踹到，其他队员在战术配合
下，将其制伏，戴上手铐带离。民警立即
带领警犬对恐怖分子驾驶车辆进行检查，
确认安全后，向指挥中心汇报撤离。

这场面逼真、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
反恐“大片”，是唐河警方组织的“忠诚·
2017”唐河十九大安保誓师暨联合拉动演
练的“反恐特写”。

据了解，唐河警方这次以特警、巡警
等多警种为实战主角的演练，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检验反恐防暴应急处置突发预案

的科学性、实战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反恐
防暴应急处突队伍战斗力，切实提升应对
暴恐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演练中，唐河警方以反恐实战为牵
引，预设了恐怖分子驾车冲撞、持刀砍人、
纵火袭击等一系列暴恐活动现场情景，通
过CQB战术操枪演练、擒敌拳演练、群体
性事件处置、车辆拦截、室内突击抓捕、抢
险救援等反恐科目的全过程展示，向全社
会展示了警方“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能，有效地提
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我们按照‘三战五会一能’的要求，
通过开展警务实战技能培训、规范化执
法培训，提升全体民警整体实战技能以
及文明、规范执法能力，为建设‘强富美
高’新唐河保驾护航。”唐河县公安局局长
赵文涛说。

金盾璀璨 守护平安南阳
南阳市公安局举行“清源”“织网”“护航”三大攻坚战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
龙）8 月 17 日，南阳市公安局在市新闻
发布中心举行“清源”“织网”“护航”三
大攻坚战新闻发布会，向新闻媒体和社
会各界通报了全市公安机关治安综合
整治攻坚战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效。南
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郝一克带
领该局治安部门负责同志和民警代表
出席发布会。

会上，郝一克代表该局通报了全市
治安综合整治攻坚战开展情况及取得成
效。他说，为创造良好治安环境，根据省
公安厅的部署要求，于今年 3 月 1 日起，
在南阳市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清源”、“织
网”、“护航”三大攻坚战。全市公安机关
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安保，紧盯“人、地、
事、物”等重点治安要素，以排查、清理、

管控、整治、打击为主要手段，从源头上
清除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类不利因素，织
密防控网络，严打涉及民生的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全力为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
保驾护航。

据悉，该局开展此次攻坚战，进展顺
利、成效显著，多项工作保持全省先进水
平，整体工作稳居全省第一序列。

在加强重点人员管理方面，列管重
点人口21937名，其中三级以上重性和曾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3278 名。目前，上述
人员均稳控在位，未发生漏管失控问题。

在加强重点物品管理方面，紧盯危
爆物品产、储、运、销、用5个环节，大力开
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共查处涉爆案件
12起、涉枪案件 20起，刑事拘留 26人，行
政拘留 22 人；收缴炸药 6.6 余吨、枪支 21

支、子弹 4466 发、雷管 55 枚、导火索 29
米，打击涉爆违法犯罪活动和收缴爆炸
物品成效位居全省第一序列。

发布会还通报了近期“玉指天骄”浴
足店涉黄案件、镇平张某某赌博案 、淅川
系列电玩赌博案三起典型案例，并回答
了各级媒体记者对危爆物品管理、社区
警务便民服务、校园安保等方面的问题，
更加深入了解“清源”、“织网”、“护航”攻
坚战开展的意义和影响。

郝一克对各级媒体一直以来对公安
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同时要求
全体公安民警要继续发扬克难攻坚、连
续奋战的精神，扎实开展好治安三大攻
坚战，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全力为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创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近日，内乡县法院院长成延洲带
领执行法官一行 4 人，回访涉执当事
人，请他们对审判、执行工作评头论足
提意见。据了解，这是该院狠抓党建
带队伍促审判，凝聚司法正能量，取得
审判质效大幅跃升，位居南阳市基层
法院前列；执行工作立体攻坚破解执
行难，率先实现无积案，受到省高院表
彰后，开展的回访败诉、涉执当事人活
动的一个缩影。

通讯员 屈熙尧 王静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马骁）8
月7日夜11时许，家住南阳市区麒麟路不
足 15 岁的少年贾某，在返家时见路边停
着的一辆黑色轿车车门未锁，车钥匙未
拔，在好奇心驱使下，他打开车门，利用
自己在网上看过的驾驶视频，竟然把车
辆开到了郊区的外婆家。

胆大的贾某从外婆家取了点东西，

在返回南阳市区的路上，因车辆撞上路
边的石头，导致车辆爆胎，随后他又找来
路人帮忙更换了备胎。换了轮胎后又继
续开车前进，由于车子被撞后方向受损，
开起来不顺，他就将汽车扔到了附近的
一座加油站，徒步回到市内家中。

8 月 8 日，南阳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
接到被盗车主朝某的报警后，立即组织

警力当场调取路口、路段监控，通过监控
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贾某。经询
问，贾某供述其将车辆撞坏停放在郊区
瓦店街某加油站旁的事实。

8 月 9 日上午，民警和车主朝某将被
盗车辆拖回市区，因贾某系未成年人，目
前，在民警的调解下，车主朝某和贾某家
人正在就相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

十日执结百万款
高效执行获民赞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萨
娜）日前，在一阵热闹的鞭炮声中，当事人
胡某将一面绣有“神速执法，快捷结案”字
样的锦旗，送到西峡县法院执行局干警
手中，激动地说：“感谢法院的干警，这么
快就把我这血汗钱追了回来。”

胡某在西峡某镇开办了一家大鲵养
殖公司，经营顺利。2013 年 4 月，某铁路
公司在养殖池百米处施工时进行爆破，
导致养殖水池水源不足，大鲵开始先后
死亡。朱某将某铁路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损失 450 余万元。西峡县法院受
理此案后，经鉴定，认为某铁路公司污染
渔业生存环境属实，遂依法判决某铁路
公司偿还朱某损失 138 余万元。某铁路
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法
院经过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了
解到，已经年过七旬的胡某在退休后的
20 年间，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放
在大鲵养殖中，此次意外给胡某带来了
巨大的打击。为了早日帮老人挽回损
失，执行法官在受理此案后，迅速对某铁
路公司账户进行冻结。被执行人在得知
自己账户被冻结时，主动与承办法官取得
联系，积极配合执行干警完成执行款扣
划，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夏季雷霆”
让“老赖”无处遁形

本报讯（通讯员 程远景 顾东生 马
骏）依据上级法院的部署，方城县法院自5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开展了“夏季雷霆”
专项执行活动，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和司法权威。活动期间，该院结案
971 件，结案标的额 8700 多万元，拘留 98
人，打击拒执罪结案28件。

集中强制执行常态化。活动开展以
来，该院执行局全体同志放弃节假日休息
时间，通过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方法，通
过多种形式，多次密集开展集中强制执行
行动，对全县范围内的失信被执行人进行
集中打击，彰显了法院权威。

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打击公职“老
赖”。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省法院、南阳
市中级法院执行工作会议召开以后，该院
结合县农信联社改制实施方案，对 2016
年以来全县范围内涉公职单位和个人的
案件进行了清查汇总，经过逐案核查，统
计出了全县各涉执单位和公职个人底册，
在向有关领导汇报后，向涉执行案件单位
分别送达催告函，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尽
快履行义务，其中县农信联社反馈，行动
开始后公职人员自动归还贷款已达 600
余万元。同时将公职“老赖”名单报送到
县纪检部门，力求更好助力案件执行。

加大宣传力度制造舆论氛围。活动
期间，共在该院《人民法院报》《河南法制
报》等媒体发表各类宣传文章 300 余篇，
在全市率先开通了“老赖”彩铃，对失信被
执行人采取发布曝光台的方式督促其履
行义务。宣传工作的有序运行，基本实现
了舆论引导、震慑老赖、提振士气、增加工
作透明度、增强执行风险意识的目的，让
广大群众了解、理解、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创造良好执法环境的目的。

“熊孩子”偷开他人车辆险酿大祸

沙场秋点兵 砺剑护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