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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警方

民警解决村民 27 年无户口难题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孟留记）11 月 6
日，
沁阳市紫陵镇村民吕某的母亲来到紫陵派
出所，将一面写着“清洁廉政 一心为民”字样
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感谢民警为其儿子解决
了27年无户口的难题。
今年 4 月初，
户籍民警王艳利在走访中发
现，
紫陵镇宋寨村的吕某是无户籍人员。通过进

一步核查证实，
吕某出生于1990年1月2日，
出生
后就没有上户，
2008年至2016年多次因盗窃被
判刑，
属刑满释放的帮教人员。因其自幼丧父，
奶奶年老多病，
无人照管他，
所以一直未解决无
户口问题。由于吕某的情况特殊，
为帮助吕某解
决无户口问题，
户籍民警王艳利多次利用休息时
间进村走访调查取证，
在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后，

及时向沁阳市公安局和焦作市公安局汇报审
批。半年多来，
王艳利多次为吕某补充相关材料
证据。11月6日，
为吕某补录户口的申请终于通
过焦作市公安局审批，
王艳利及时将户口簿亲自
送到了吕某家中。同时，
王艳利为了挽救帮教吕
某回归正常生活，
多次联合包村民警和宋寨村委
沟通，
将吕某安排在沁阳市某工厂上班。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
玮）11 月 9 日下午，赵某专程到焦
作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赠送锦旗，
以表达对治安巡防大队民警何东
林、巡防队员赵丹帮其找回钱包的
感谢之意。
10 月 31 日 14 时 40 分左右，焦
作市山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附近，
一加油站工作人员捡到一个钱包，
随即交给了定和派出所治安巡防
大队出警组民警何东林、巡防队员
赵丹。
想到失主急切的心情，何东林
和赵丹详细询问了加油站工作人员
捡到钱包的前后经过。经对钱包进
行检查，发现钱包内有银行卡、驾驶
证、身份证等证件和现金 800 多元
以及一张快递单。民警联系快递单
上的电话号码，不是失主；又在加油
站附近走访，也未找到失主。经再
次对钱包进行检查，在一张纸上发
现了一个电话号码，民警立刻拨打
电话，经核对身份，确定此人是失主
赵某。但赵某称没有丢东西，而且
还以为是有人在和他开玩笑，原来
赵某到这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钱包
遗失，在民警耐心提示下才发觉。
因赵某出差不在焦作，便委托其朋
友范某先将钱包领回。
等赵某出差回焦后，立即制作
了一面锦旗到定和派出所感谢民
警，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11 月 7 日 上
午，沁阳市公安局
怀庆派出所民警邓
祥玉来到自治街社
区，组织治安积极
分子、治安巡逻群
众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
通讯员 孟留
记 摄影报道

焦作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

开展缉毒收戒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张玮）近日，
为打击涉毒犯罪，焦作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
案件侦办大队一中队强力开展缉毒收戒行
动，共刑拘贩毒人员 1 人，刑拘容留吸毒人员
1 人，强戒 5 人，收缴毒品海洛因和冰毒共 100
余克，
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11 月 6 日，该中队民警收到线索：开一辆
豫 H7××××的男子可能涉嫌吸毒。民警在该
车经常出入的路口架网守候，11 月 8 日发现
该车行踪，车上有两名男子。民警追踪该车

至北环路某小区后，发现一男子从该小区出
来，快速给了车上的两名男子一包东西后立
即离开。
为不打草惊蛇，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对该
车 继 续 跟 踪 ，另 一 路 对 该 小 区 男 子 进 行 侦
查。发现该车行驶到到塔南路新华书店门
口，接上一男子后开往解放区某家属院，3 人
进入一住户家里长时间未出来。民警以查煤
气为由敲开房门后，发现房间内烟雾缭绕，共
有 4 名男子正在吸食毒品。经对 4 人尿检，均

呈阳性。经讯问，该 4 人对吸食毒品海洛因
和冰毒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均已被强戒。
其中一男子因涉嫌容留吸毒被刑事拘留。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对北环路某小区
男子实施抓捕，当场从其身上搜出疑似毒品
3 包。经对其尿检，结果呈阳性。后在其家
中和地下室内，共发现毒品海洛因和冰毒共
计 100 克。目前，该男子被依法强戒，同时因
涉嫌贩毒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山阳警方

端掉一非法经营瓶装液化气黑窝点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杉阳）为确保
辖区消防安全，焦作市公安局山阳派出所民
警积极开展治安、消防隐患排查行动，并于
近日一举端掉一个非法经营瓶装液化气的
黑窝点。
日前，山阳派出所艺新中队民警对辖区
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使用进行了突击检查。在

检查中，他们高度负责，认真排查，在山阳辖
区北部某村一民用房内发现一个非法经营瓶
装液化气的黑窝点。民警发现库房内存有数
十瓶液化气体。该窝点房屋简陋，无任何安
全措施，且一个液化气灌离其左边的冷库极
近。液化石油气体如果泄漏，与库内氨气对
流后容易发生爆炸，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民警对此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将非法经
营液化气灌装的违法嫌疑人当场控制，并向
该所治安大队汇报。治安大队立即组织民警
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管控，防止危险发生。
经过清点核对，民警当场对非法经营的液化
气罐和经营设施进行扣押。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山阳警方

快速侦破盗窃案 群众登门致谢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杉阳）近日，
焦作市山阳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发扬连续作
战的优良作风，合成作战，克难攻坚，连破两
起盗窃案件，
并抓获一名逃犯。

迅速出击 24 小时内破案
近日，山阳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接
到一名群众陈某报警称，其在焦东北路放置
的电动车被盗，案件大队迅速组织人员开始
对案件进行侦查。侦查人员通过一系列侦
查，最终在某城中村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24 小时内破获案件，并追回被盗车辆。

群众大意失钱包
民警快速帮找回

经过侦查、审讯，最终发现该嫌疑人以此
城中村某出租屋为窝点，多次作案，盗窃电动
车 10 余辆。侦查员经过大量信息研判分析，
最终找到 3 辆被盗电动车，其他电动车正在进
一步寻找当中。根据3辆被盗的电动车的车辆
特征，民警寻找并联系到车主，并将车辆一一
发还。11 月 7 日，
受害人陈某将一幅锦旗送至
案件侦办大队，
表达对民警的感激之情。

法网恢恢 逃犯终落网
同时，山阳派出所案侦大队另外一组人
员经过大量的信息研判分析，得知历年逃犯、

入室盗窃嫌疑人石某在其武陟县小董乡的家
中出现。案侦大队迅速安排精锐力量前往武
陟县，对石某进行抓捕，经过数小时的蹲守、
摸排，
最终将逃犯石某抓获。
据了解，
石某是2016年山阳辖区一起跨区域
翻墙入院盗窃案件的主要成员，
该犯罪团伙2016
年在山西、
洛阳、
郑州等农村地区多次翻墙入院进
行盗窃，
其他3名同伙已于2017年1月份之前全部
落网，
随着石某的落网，
本案圆满画上了句号。
目前，石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武陟警方
集中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姚
广博）11 月初以来，
武陟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把防事故保平安当作目前交通
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集中优
势警力，
采取多种形式，
大力开展整
治大货车交通违法专项行动。
武陟县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发
达，327 国道、309 省道、104 省道横
穿全境，日车流量高达 5 万余台次，
过境车辆多，
大型货车多，
危化车多，
交通管理任务十分艰巨。交警大队
在县委、
县政府和公安局的大力支持
下，
一手抓科技强警，
一手抓路面管
控，通过不断完善交通安全基础设
施、
强化源泉管理和加大执法力度，
努力构筑交通安全防护屏障。
为预防大货车特别是危化车、
重型货车交通事故，该队紧密结合
辖区实际，研究制订大货车交通违
法整治方案，一是加强重点路段的
巡逻管控和执勤检查，以大货车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
违法停车、
遮挡号
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为整治重
点，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依法
处罚。二是开展源头排查，消除安
全隐患。大队组织重监办民警深入
货运企业，
检查安全制度落实，
排查
安全隐患，与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
标管理责任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车辆一律不准上路营运。三是规范
执法，文明执法。要求民警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规范执勤执法行为。
执勤中必须携带和开启执法记录
仪，对查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全程摄
录，按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四是加
强宣传，
营造氛围。在国道、
省道沿
线刷写墙体标语，利用交警大队官
方微信、
官方微博经常发布消息，
开
展温馨提示，提醒驾驶人时刻注意
行车安全，远离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