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安庆先后在基层派出所、刑警支
队工作，现任鹤壁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分局副局长，主抓刑事案件侦破
工作。

刘安庆自 1991 年参加公安工作
以来，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
作方法和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各
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凭借丰富的

工作经验和研判能力，冲在打击犯罪
的最前沿，多次在重大案件的侦破中
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他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荣获个人嘉奖和全省优
秀人民警察称号，多次被评为全市优
秀公务员。

2017 年度，刘安庆先后组织侦破
了申某楠、臧某全等人系列盗窃案，
王某、夏某文系列诈骗案，张某科等
人系列电信诈骗案，“10·16”张某被

抢劫案，“12·5”张某朝被故意伤害致
死案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组织抓获
涉案人员 40 人，破案 115 起，缴获气
枪 4 支，使分局打击犯罪成绩在全市
公安机关开展的“雷霆”系列行动中
多次名列前茅。

他始终用一颗对党、对人民、对公安
事业的诚挚之心，履行着一名人民警察
的神圣职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铮铮誓言。

用诚挚之心 践行铮铮誓言

□ 张鹤

张彦光家庭
被评为“河南省第一届文明家庭”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山城区公安分局民
警张彦光家庭荣获“河南省第一届文明家庭”
称号，并受邀参加 2018 年鹤壁市春节晚会。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鹤壁市公安局
集体的荣誉。

2月8日晚，山城分局彦光警务室的社区
民警张彦光作为“河南省第一届文明家庭”荣
誉获得者，受邀参加了在鹤壁市艺术中心举
办的2018年鹤壁市春节晚会。晚会上，张彦
光作为唯一受访模范代表接受了现场采访，
并深情讲述了“夫妻警务室”的爱心故事。当
谈及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很好地照顾家人时，
张彦光几度哽咽，他的忠诚和担当赢得了现
场观众数次长时间的掌声。

张彦光表示，自己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嘱
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
足岗位作贡献，务实创新求发展，继续为山城
区的平安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 （暴珂）

“老赖”坐高铁受阻主动还钱

本报讯 近日，一“老赖”因不能购买回家
的高铁票，而主动联系淇县法院执行局刘法
官，请求由家人代其履行债务，希望法院能将
其撤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原来，张某与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
院判决周某偿还张某借款2万元及利息，但是
周某拒不还款。进入执行阶段，周某仍拒不配
合法院工作，在外躲避执行，刘法官依法将其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自以
为法院找不到自己的周某，终于因踏不上回家
的高铁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联系法官让
家人将执行款送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将其撤出
黑名单，让其顺利返乡。 （董松威）

公安局协助促执行

本报讯 近日，淇县法院在淇县公安局的
协助下，顺利将被执行人关某在公安局的工
程款扣划至法院执行案款专用账户上。拿到
执行款的张某连声向执行法官道谢。

张某诉关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淇县法
院经审理，判决关某偿还张某借款本金10万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2017 年 10 月，张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经多方调
查得知，2017 年 3 月份关某与淇县公安局签
订了《土石方搬运合同》，为淇县看守所回填
土方和平整地面。该项目完工后，淇县公安
局尚有 89257.6 元工程款未支付。承办人王
法官立即与淇县公安局取得联系，在淇县公
安局的积极配合下，将关某的工程款扣划至
法院执行案款专用账户上。2018年1月23日
上午，关某如数将剩余案款送到了法院执行
局。

“还是法院有办法，这么快就执行完毕
了，谢谢你们！”张某握着王法官的手说道。

（董松威）

用实际行动打造廉洁队伍

本报讯 2 月 5 日上午，淇县法院执行局
召开全体执行干警工作会议，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刘俊英传达了省、市、县纪委关于廉
洁过节的文件精神。

刘俊英要求：全院执行干警要加强学习，
吃透精神；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十九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驰而不息纠
正“四风”问题作出的重要指示，自觉做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严守底
线，严禁违规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加高消费
娱乐健身活动；要主动担责，履行好全面从严
治党的主体责任，以上率下，层层强化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层层狠抓监督，抓好职责范围
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会后，刘俊英分别对执行干警进行了廉
洁约谈，制作廉洁约谈记录表。干警们纷纷
表示，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打造淇县法院忠诚、
干净、廉洁的执行队伍。 （董松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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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延庆是淇县公安局卫都派出所所
长。参加工作 20多年来，他从一名普通
民警成长为一名中层干部，讲党性、讲原
则，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他的带领
下，全所民警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在淇
县公安局绩效考核中，该所连续五年取
得第一名。

在工作中，贾延庆始终从提高自身
素质入手，坚持平时沉在一线，办案冲到
一线，防范守在一线，关键时刻战斗在一

线，为民警做出表率。为切实带好队伍，
他与民警签订责任书，把岗、权、职、责、
利与必要的纪律制度和激励制度相结
合，从而有效调动起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

贾延庆处处以身作则，做到洁身自
好，勤政为民。在他的带领下，卫都派出所
实现了连续三年民警“零违纪”的目标。

立足本职，突出重点，以警务创新保
平安是贾延庆服务为民的原则。卫都派
出所位于淇县老工业区，治安环境复杂，

贾延庆坚持打防并举确保辖区大局稳
定，先后侦破了耿某等生产假冒伪劣农
药案件，冯某、邵某等恶势力团伙案。该
所严格执法，科学考核，激发了民警奋发
进取、争创一流的工作热情；以深入开展

“创新警务”活动为契机，努力提高辖区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经常向困难家庭、
失业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让老百姓感觉到民警真正是他
们的贴心人。

贾延庆说：“舍小家为大家，保一方
平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白云峰是浚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
一中队中队长。自任中队长以来，他对
所有队员进行了法规和条令教育，并在
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的基础上，结
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日常管理“十
不准”》《队员管理暂行规定》。根据人员
实际情况进行了分班，任命三名在部队
长期带兵的转业士官作为班长，以三名
班长作为管理的主体对新队员进行管
理。

在训练上，白云峰坚持“练为战、真
打实备”的原则，以体能训练为根本，制
定了相应的考核标准，定期进行体能考
核。在业务训练中，白云峰制订了《新队
员训练计划》，根据工作要求和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他还要求新队员
坚持每天晚上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
法规理论学习，从思想和认识上提高新
队员的执勤能力。白云峰对队员提出严
格要求，严加管理，在几次处置突发事件
中，队员的表现展示了他们严明的纪律
和过硬的素质，逐步形成了招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战斗力。
为了有效控制城区发案，快速处置

各类突发性事件，挤压违法犯罪空间，白
云峰带领巡警一中队严织巡逻防控网，
提高见警率，落实 24小时不间断巡逻制
度。他还带领巡警一中队对汽车站、建
业广场等重点部位武装屯警，警便结合，
严查各类嫌疑车辆和人员，同时强化处
置各类暴（骚）乱事件，做到有备无患，确
保一旦有事拉得出、打得赢。巡警一中
队组织了多次群体性事件处置联合演
练，确保有备无患。

杨冠宇是浚县公安局卫溪派出所民
警，除了派出所日常的接处警工作，他还
肩负着西长村警务室社区民警的责任。
西长村警务室位于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
西长村，下辖五个行政村和一个居民社
区，共计 4325 户，常住人口 1.8 万余人，
人员及场所比较复杂。

西长村村民陈某与好友范某在一美
容店学习美容与编发，美容和编发的学
费各800元，每人交了1600元学费，但是

该店只教了编发，并没有教美容课。
2017年12月21日，陈某与范某找到店老
板程某要求退美容学费 800元。程某不
退学费，双方在店内发生激烈争吵并有
推搡动作。杨冠宇将双方带到派出所，
给双方摆事实讲道理。经过他的调解，
程某最终将美容学费分别退还，一起有
可能转化为治安案件的民事纠纷被化解
在了萌芽状态。

浚县古庙会是豫北最大的古庙会，
参加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安保难度非常
大，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杨冠宇负责今

年庙会的安保巡逻任务。在巡逻过程
中，他发现一个男子一直紧盯着游客的
手机、口袋，于是不动声色地带着两名辅
警跟着那个男子。在该男子伸手盗窃一
名女游客的手机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抓了个现行。经杨冠宇提醒，被盗的女
游客此时才发现，自己的皮包被划开了
一个大口子，里面的手机不见了。围观
群众对杨冠宇现场抓贼的行为拍手叫
好。

杨冠宇说：“群众满意、辖区平安是
我最大的心愿。”

39岁的于瑞军是鹤壁市公安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海河路警务室社区民
警，已从事基层警务工作 19年。他先后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治爆缉枪先进
个人、全市消防工作先进个人、先进工作
者，2017年10月荣获省公安厅颁发的个
人嘉奖。在他的带领下，海河路警务室
被海河路办事处授予“2017 年度企业服
务先进单位”称号。

主动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小
事预防、源头化解”是于瑞军对待辖区矛

盾纠纷的工作理念。2017年12月，辖区
某小区业主因不满物业供暖问题多次与
物业公司发生冲突。于瑞军帮忙沟通协
调，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主动维护群众权益——站位民生，
服务人民，主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于
瑞军孜孜不倦的追求。2015 年以来，辖
区某电器厂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支付。于
瑞军积极开展工作，终于使工资给付完
成，工人的利益得到维护。

主动服务辖区村企——于瑞军扎实
开展企业周边环境治理专项行动。2017
年，海河路警务室开展安全保卫工作 6

次；调解涉企纠纷 30 余起；为企业及群
众办理行政审批手续120余次。

主动建立联防制度——于瑞军在带
领警务室专职巡逻队承担辖区治安巡逻
和义务巡逻指导工作的同时，和办事处、
小区物业结合，组建了一支义务巡逻队，
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网格化警务巡逻
体系。

主动运用信息科技提升管理水平
——于瑞军组建“网上警务室”“警务微
博”“平安海河”等新型平台，发布群防群
治工作信息，拓宽了与群众交流、服务群
众的渠道。

舍小家为大家的好所长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牛合保

平时是窗口 战时是拳头

□ 蒋玉河

辖区平安是他最大的心愿
□ 蒋玉河

“五个主动”服务辖区

□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任芳芳

守万家灯火 保一方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