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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维护城区通行秩序
本报讯 春节临近，上蔡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多举措规范城区通行秩序，进一步
强化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整治机动车
乱停乱放、行人和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
灯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努力营造人民群
众平安欢度春节和谐环境。工作中，该大
队针对老城区商贸市场集中，群众进城置
办年货车流、人流、购物流大量增多等具
体特点，从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着手，
深入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文明交
通常识宣传等活动。同时，该大队积极联
合文明交通志愿者配合交警开展交通劝
导行动，纠正交通违法，增强文明出行意
识，取得了良好效果。 （尼铁中）

非法销售柴、汽油被拘留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加大对非法销售柴、汽油等行为
的打击力度，近日，永城市公安局薛湖派
出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打击黑加油站集
中整治行动。该所所长窦春雷带领民警
根据辖区实际，加强分类管理，采取有效
措施，组织实施排查，并于2月11日上午，
在薛湖镇周阁村查到一处黑加油站，查处
汽油近200升，加油桶3个。目前，犯罪嫌
疑人已被拘留。 （祁飞 窦春雷）

两杯啤酒惹的祸
本报讯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工作中查获一起因对啤酒危害认识
不足的酒驾者。1 月 10 日傍晚，为有效
预防各类事故发生，推进“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开展，该大队组织人员在城区和
平路东段组织酒驾夜查专项行动。当晚
8时许，执勤民警在检查一辆小型面包车
时，闻到驾驶室内有淡淡的酒味。当场
询问驾驶人是否喝酒时，驾驶人王某很坦
然地回答“喝酒了”，但喝的是啤酒，而且
只喝了两杯。民警随后使用酒精检测仪
进行测试，仪器显示驾驶人王某体内血液
酒精含量为 41mg/100ml。因触犯法律，
获嘉交警对其处以罚款 1500 元的处罚，
驾驶证被扣12分。 （马 妍）

四个意识加强队伍执法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扶沟县公安局在执法规范化

建设活动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从强化
人员“四个意识”入手，加强队伍执法规
范化建设，为全面实现“执法规范化建
设、推进执法为民、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强化民警责任意
识。在执勤执法中，始终把群众满意作
为第一标准，认真负责地处理好每一件
事情，办好每一项业务。二是强化文明
服务意识。要求民警纠正违法行为时要
语言文明，接待群众热情，回答问题耐
心，给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办事环境。
三是强化廉洁意识。要求正式民警做好
模范带头作用，始终保持洁身自好。四
是强化公德意识。坚持从自身做起，从
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做到
警容严整、举止端庄、礼貌待人。（扶公宣）

扣留失信被执行人工程款
本报讯 1月31日，申请执行人蔡某向

执行干警提供被执行人甑某在某单位有一
笔工程款的线索后，执行干警迅速出动，
顺利将甑某这笔工程款冻结，执结了这起
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蔡某诉被告甑某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平舆县法院开庭审
理，依法判决甑某向蔡某支付彩砖瓦款
34800元，判决生效后，甑某迟迟未履行义
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对甑
某名下财产进行查询，并未发现可供执行
的财产，案件一时陷入僵局。1月31日，蔡
某来到平舆县法院执行局，向执行干警反
映甑某有一笔工程款在某单位，得知此消
息后，执行干警立即前往该单位扣留此笔
工程款，随后将 34800元执行款交到蔡某
手中，使该案顺利执结。 （李凯 刘航航）

为进一步营造平安春运交通环境，2月
3日晚，驻马店市公安局南海派出所交巡防
大队严格落实春运方案部署，在辖区中华大
道路段深入开展夜查酒驾醉驾、超员超载、
涉牌涉证等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筑牢春
运交通安全防线。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
剑锋通讯员 陈卫华张书雪摄影报道

1010 责任编辑 孙 燕 校对 刘任晓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HENAN LEGAL DAILY2018/02/13
侦破一线

本报讯 2 月 5 日 15 时，洛阳市
公安局西工分局交警大队民警范光
明带领协勤赵志华、蒋志远在执勤
时，发现一名老人在路口徘徊，经上
前询问得知，老人因迷路走失了。

老人带有身份证，他叫孙某，今
年60岁，是外来务工人员，但只能说
出自己走失前在六建公司工地干
活。随后，范光明把老人带到休息
室休息，详细问询情况并安抚老人，
告诉老人不要着急。因老人无法说
出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及其他

有用的信息，民警无法和其家属取
得联系。后经过多方努力查找，民
警终于在老人口袋里的一张纸片上
发现了线索。老人说，纸片上的电
话号码好像是他老乡的。通过电话
号码，民警联系上了老人的老乡。

一个小时后，老人的老乡周某带
着老人的家属赶到。周某说，老人
已走失两天，家人已经发布了寻人
启事。在确认身份以后，范光明将
老人交给老人的家属，其家属连声
向民警表示感激。（常向阳 谢育健）

老人迷路走失 民警帮忙找

派出所
作 为 基 层 公

安机关，每天与
群众面对面地打交

道，处理各种警情和突
发事件，维护辖区治安、

打 击 处 理 各 类 社 会 面 犯
罪。思想政治工作是公安工

作的生命线，教导员则是基层
公安政治工作的指挥员，直接关

系到党对公安队伍绝对领导在基
层的落实，关系到基层公安队伍的

内部团结和战斗力。
派出所的工作酸甜苦辣咸五味俱

全，领导与民警、民警与民警之间，都会
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教导员要在他
们之间架起一个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
桥梁。一是处理好所同级关系。与所长
既要协同作战、又要做到不越位。在每
项决策产生之前，教导员要有超前意识，
围绕决策目标，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给所
长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决策一旦形
成，教导员就要为所长当好后盾，决不
能阳奉阴违。二是处理好部门之间关
系。教导员要及时与各部门沟通业务
工作情况，取得他们的支持。三是处
理好与社会的关系。要加强与辖区
部门的联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主动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
配合。四是处理好内部民警之间
的关系。教导员在调处矛盾时，
要使双方对自己都有一种信任

感和依赖感，愿意接受调解处理。
教导员需着力提高五种能力: 一是

理论引导的能力。主动适应知识更新
不断加快的趋势，积极汲取各种营养。
二是开拓创新的能力。努力探索派出
所队伍管理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
理模式转型的新理念、新方法，围绕公
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急需解决的方面进
行探索和创新。 三是综合表达的能
力。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任务要通过
文字和语言的形式去完成，所以在平时
要勤学，勤思，勤记和勤练，不断提高综
合表达能力。四是调查研究的能力。
善于发现问题，正确面对长期以来制约
公安工作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探
寻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好策略。五是协
调沟通的能力。注重与民警的情感交
流，准确把握民警的思想脉搏；培育和
谐的工作氛围，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注
重与所长的经常沟通，形成优势互补，
合力推进工作；注重民警的形象建设，
维护和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利用
社会舆论及其他媒介宣传民警的先进
事迹，先进典型。

总之，派出所教导员的工作任重道
远，只有不断提高个人素养、增加学识修
为、增强业务技能、提升个人感召力，使思
想政治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才
能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守护好一方平安，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
民警的神圣历史使命。（新郑市公安局孟
庄派出所教导员 梅健鹏）

春节临近，如果有人约你吃饭打牌，
一定要擦亮眼睛，也许这是“朋友”的一
个套路。郑州男子何某就被“朋友”下
套，不仅欠下 3 万元的赌债，连车辆都被
对方扣押，还好及时醒悟，报警求助，警
方及时破获了这起赌博诈骗案，抓获团
伙成员多名。

1 月 30 日下午 5 时许，郑州市公安局
嵩山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接到一群众报
案称，其车子被他人扣押，并怀疑自己遭
遇了赌博骗局，报警求助。

经了解，报案人何某有一个打牌时认
识的朋友杨某，二人关系不错。1月 25日
晚上 7 时许，何某应邀到杨某家中吃饭。
晚上 9时许，何某开着父亲的一辆东风车
来到了杨某家中。很快，郜某、刘某、“毛
毛”（真实姓名为石某）相继来到杨某家
中，称是杨某的好朋友过来打牌的。随
后，何某便与几名男子一块儿玩起了“推
饼”。200元，300元，很快，两三个小时的
时间何某便输了 3万余元。无奈之下，何
某给对方打了一张 3万元钱的欠条，刘某
扣押了何某开来的车子，好友杨某声称不
管。第二天早上，刘某催促何某还钱。下
午 5 时许，何某通过支付宝向郜某转账

4000 元。1 月 30 日，刘某向何某催债，声
称其给郜某的4000元，他没收到不作数，3
万元一分都不能少。

接到报案后，该分局案件侦办大队立
即对此案进行研判，怀疑何某参与的不是
一场简单的赌博，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涉
赌设骗团伙。当晚，该大队副大队长陈瑞
选带领民警来到报案人与几名嫌疑人约
定还款的时间与地点，经布控，成功将4人
控制，并第一时间将涉案的 3名男子带回
分局询问。

据杨某交代，其曾于2008年因盗窃被
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2012年又因赌
博被行政拘留3天。2017年11月份，杨某
在其住处再次开设赌场，主要以“推饼”的
方式进行赌博，经营两个月左右，共敛财3
万元。据了解，杨某作为赌场老板，主要
负责骗熟人来赌博，“毛毛”利用做过手脚
的骰子、麻将等作弊手段让自己只赢钱不
输钱，事后给杨某提成。刘某则在赌博的
时候假装放高利贷的，郜某负责发牌、跑
腿等。其间，何某屡屡输钱，于是在向杨
某借款6000元后，又向放高利贷的刘某借
钱 1 万元，扣除 300 元的利息，直接给付
9700 元，何某先后分 3 次借了 3 万元。经

杨某暗中提醒，第三次借款时刘某直接要
求扣押何某的车钥匙。杨某还交代了以
前也以类似的方式骗过其他人。

民警从掌握的情况得知，涉案的主要
嫌疑人员“毛毛”尚未归案。民警第一时
间通过嫌疑人杨某以何某已将欠款准备
齐全为由约石某当面交款，但石某十分狡
猾，约定地点见面后又弃车逃窜。随后，
民警从该车后备厢搜出大量赌博作弊器
具，包括作有记号的麻将 20余副、针孔式
隐形耳机、接收器等一箱，同时，还发现大
量打印的空白欠条及 10张不同人写下的
欠条共计价值25万余元。

经调查，“毛毛”真实姓名叫石某。目
前，该大队以涉嫌开设赌场将石某上网追
逃，并组织警力对石某全力抓捕当中。

办案民警徐涛提醒大家：春节临近，
赌博活动抬头，殊不知“十赌九骗”。警
方希望大家，如发现该嫌疑人或疑似该
嫌疑人请及时与警方联系：86252700、
86262777；希望涉及此案的受害人到公
安机关反映相关情况，警方将为受害人
严格保密；同时，警方正告犯罪嫌疑人石
某，希望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
取宽大处理。（线索提供 李东亚禹清山）

本报洛阳讯（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
者 陈喜民 通讯员 周志强 刘遂桃）2月
10日凌晨，经过 5个小时的寻踪觅迹，
栾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成功破获一起
重大交通事故逃逸案。

2 月 9 日晚上 7 时许，在 328 省道
三川镇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将路边行
人严某撞飞后逃离现场，附近群众发
现后报警。

接报后，该大队大队长孟献峰立
即向县公安局局长盛草飞及主管交警
大队的副局长孙迁西汇报。盛草飞指
示：要全力以赴，在最短时间内破案。

该大队迅速成立专案组，指令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先期处置、设置卡点。

经现场勘查，现场无目击证人，除
了一个20厘米左右的保险杠装饰护条
和地面的残留血迹外，没有任何有价
值的线索。且现场正好位于监控摄像
头的死角，未发现嫌疑车辆的影像。
民警通过对保险杠装饰护条进行鉴
定，成功锁定肇事车辆为银灰色轿车。

民警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视频发
现，肇事车辆由庙祖线向冷水镇方向
逃窜。民警遂对周边路段和重点区域
过往车辆进行盘查。

10 日凌晨，民警在一桥下发现嫌
疑车辆，但驾驶人已不知去向。所有
参战人员迅速调取该车辆相关信息，
确定了肇事驾驶人身份。随后，民警
在县城西河、伏牛路电力市场分别将
肇事嫌疑人牛某、张某抓获，牛某、张
某相继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寻踪追迹 嫌犯 基层平安 做合格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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