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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护平安

做好预警工作 确保平安出行
本报讯 春运期间，唐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针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客流激增
等突发事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资，强
化应急处置，全面提升交通运输应急保障
能力，确保旅客平安出行。（樊潇玲 李聪）

扎实开展扶贫工作 密切警民关系
本报讯 近日，内乡县公安局灌涨派出

所民警深入辖区前湾村，走访慰问贫困家
庭。该所所长李艳芹、指导员谢克、民警李
保恒分别为贫困家庭送去了食用油、大米
等慰问品。此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
系，树立了内乡公安的良好形象。贫困户
表示，他们会通过民警帮扶和自身努力，争
取早日脱贫致富。 （杜 敏）

及时劝导 确保农村交通安全
本报讯 唐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农

村交通的安全形势，充分发挥乡镇交管站、
农村劝导站和乡镇交通安全员、农村劝导
员等“两站”“两员”的作用，及时劝导和纠
正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司机酒后驾
驶、无证驾驶等行为。 （樊潇玲 李聪）

警民面对面 送“福”送平安
本报讯 春节前夕，长垣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联合乡镇“两站”“两员”力量，通过写春
联、发放宣传品、文艺表演等形式向群众宣
传交通安全知识。活动中，精彩的文艺演
出、丰富多样的宣传品和喜庆的春联吸引了
很多村民，民警们把一副副春联和一件件交
通安全宣传品送到大家手中。写着“一路欢

歌迎新春，四季平安报福来”“喜庆路上平安
行，迎春绽开文明花”“万马奔腾迎新春，平
安幸福喜盈门”等字样的春联和“福”字，寄
托着警民对和谐交通、平安新年的美好期
盼。据悉，此次活动的开展赢得了群众对交
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
交通安全意识，有效增进了警民之间的沟
通、理解和支持。 （陈阳）

加大疏导力度 让农村道路更畅通
本报讯 春运期间，唐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各勤务中队联合辖区派出所组成执法
小分队，加大城乡接合部和农村重点地区
易堵路段的交通疏导力度，并加强对酒驾、
醉驾、无证驾驶、超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樊潇玲 李聪）
顺线追踪 侦破一起诈骗案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
所接到群众靳某报案称，其被两名“军人”
以安排工作为由，骗走现金 3 万元。接警
后，民警通过视频侦查，顺线追踪，苦战 10
余天，最终在新郑市将正在行骗的犯罪嫌
疑人狄某和赵某抓获，成功侦破了一起冒
充军人诈骗案。 （何登恩 张婧）

规范执法 情满旅途
本报讯 春运期间，唐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在执勤过程中，秉承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的作风，积极开展“情满旅途、交警同
行”活动，为过往车辆提供便民服务，对群
众的合理要求做到有求必应，认真履行服
务职能，树立唐河交警的良好形象。

（樊潇玲 李聪）

大年三十 执行干警在路上
本报讯 2月 15日（大年三十）20时，

正阳县法院的执行警车停在了该县永兴
镇某村，执行法官、法警等10人随即下车
走进该村村民王某家中，将正在吃团圆
饭的王某抓了个正着，这是该院执行干
警当天抓获的第六名被执行人。据悉，
2008年，王某从河南某化肥有限公司购
买化肥用于经营。2016年 8 月 21 日，经
结算，王某共欠该公司化肥款 7000 元。
出具欠条后，王某依然拒不履行付款义
务。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次传唤
王某，王某均以外出打工为由拒不露
面。2月 15日，王某被抓后，仍然没有主
动履行法定义务的意思，执行干警见状
立即将其送入拘留所。等王某体检拘留
后，已是第二天凌晨 3点，执行干警们又
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被执行人家中。

（徐 翔 王豪娟）
加强春运后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春运后期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平安
畅通，近日，宁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全体民警全力冲刺，大力加强对辖区重
点路段、重点时段道路的管控，加大路面
安全检查力度，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
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针对春节返程
和春运后期可能出现的雨雾等恶劣天
气，该大队强化预警提示和巡逻管控，严
防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全力确
保平安春运目标的实现。 （盛博）

蹲点守候 侦破系列盗窃案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

出所接群众刘某报案，称其电动三轮车
在网吧门前被盗。接警后，民警经现场
勘查和视频侦查，成功锁定王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后，民警采取蹲点守候等
方法，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破获系列
盗窃电动三轮车案。 （何登恩 张婧）

加班加点 方便返乡人员办理业务
本报讯 春节期间，外出打工人员大

量返乡，许多驾驶员利用该时间段办理车
驾管业务。针对这一情况，民权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提前部署，合理优化岗位，车管
所、处罚室等窗口单位每天都留有值班民
警，加班加点办理车驾管业务，以此方便
群众，让返乡驾驶员在回家过春节期间办
理好相关业务。此举受到了广大驾驶员
的一致称赞。 （张凡辉）

开展“骑手”交通违法专项治理
本报讯 近日，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

派出所交巡大队民警针对辖区内外卖“骑
手”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突
出的现状开展了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中，
警示教育 120余人次，处罚 15起，极大地
增强了“骑手”的交通安全意识。（王磊）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工作中，他牢
记党的宗旨，严守党规党纪，忠诚履
职，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
工程公安的职责。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却
用责任和行动诠释着忠诚，默默无闻
地为平安守护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就是河南省公安厅第一工程
公安局第五派出所民警杨大鹏。

扎实工作维护辖区稳定

基层警务室的工作很繁杂，杨大
鹏敢于吃苦，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
他在郑焦城际铁路四电集成项目部警
务室和郑州轨道交通城郊线项目部警
务室的巡逻里程共计 1 万多公里，并
摸索出一套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为加
强预防预警和信息搜集工作，畅通警
民联系渠道，杨大鹏结合法律法规和
辖区实际情况，联合企业和辖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
制，确保辖区治安稳定，真正做到了底
数清于心，情况明于心，群众系于心。

将心比心妥善化解纠纷

杨大鹏负责辖区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下属 5个分公司
的内保工作。工作中，他经常深入辖
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2017年12月13日，在走访第一项
目分公司时，杨大鹏得知该单位职工
沈某因工伤问题与单位发生纠纷后，
立刻向所领导汇报，并迅速成立应急
小组，了解沈某的思想动态，同时，要
求该单位领导多与沈某沟通，将心比
心，力争在单位内部解决问题，确保所
辖各企业单位内部的安全稳定。

吃苦奉献提升业务能力

在业务上，杨大鹏不怕吃苦，刻苦钻
研，主动向老同志学习好的工作方法，业务
能力不断提升。

在侦办“2·12地铁盗窃案”“11·1保险
柜被盗案”等案件中，杨大鹏认真负责、思路
清晰，调取时长千余小时的视频监控进行仔
细甄别，促使案件得以快速侦破。其中，“2·
12地铁盗窃案”更是被评为精品案例。

顽强拼搏展现良好风貌

2017年，孩子的降生给杨大鹏带来喜
悦的同时，也给他增加了生活的重担，但杨
大鹏并没有放松对工作的要求。在接到警
情时，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到现场；在解决
群体性事件中，他总是对群众进行耐心劝
导、释法说理，让群众表达合理诉求，维护
人民群众的利益。

2017 年，在接到扶贫任务后，杨大鹏
多次到对口扶贫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困
难。当了解到对口扶贫家庭里有三个孩子
学习成绩优秀后，杨大鹏积极发动身边的
力量为孩子们捐款捐物，助寒门学子实现
梦想。

作为文明宣传骨干，杨大鹏认真负责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被河南省公安厅第一
工程公安局评为年度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先进个人”和道德讲堂“先进个人”。这些
荣誉无不彰显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
当，也展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本色。

杨大鹏秉承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发扬连续作战、攻坚克难、顽强
拼搏的精神，凭着对党忠诚、服务大局的
过硬作风，展现了工程公安良好的精神风
貌。

（董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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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石先生与沈女士签
订合作协议，合作销售家具。后沈女士退出
合伙，石先生承诺退还沈女士出资款10万
元，并于2009年11月16日出具10万元借条
一份，写明 2010年 1月 20日前归还借款。
借款期限届满后，石先生于2010年1月25
日返还沈女士借款2万元，沈女士出具了收
条，但剩余的8万元石先生一直未能返还。

2017年8月10日，沈女士打电话给石
先生催要借款，石先生在通话中表示会在
年底返还部分借款，并在年底制订还款计
划。沈女士把与石先生的通话内容进行
了录音，后到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立
案，要求石先生返还借款。

庭审中，石先生辩称，借条中约定的
还款期限于2010年1月20日届满，他碍于
情面于2010年1月25日还款2万元，诉讼
时效从这一天起算，至2012年1月25日届
满，原告沈女士在诉讼时效内未向其主张
权利，现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面对石先
生的这一说法，沈女士当庭出示了2017年
8月10日她与石先生的通话录音。

日前，魏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

判决被告石先生返还原告沈女士借款8万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6%自 2010年 1月 2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

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
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
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
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
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案中，还款期限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届满，自此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后该
诉讼时效因被告石先生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的还款行为而中断，故诉讼时效应
于 2012 年 1 月 25 日届满。但结合原告
沈女士提供的通话录音资料及庭审查
明的事实可知，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后，被告在与原告的通话中向原告明确
表示了同意还款，故被告以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为抗辩理由，法院不予支持。被
告返还 2 万元后未能返还下余借款 8 万
元，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 翰哲）

9
债权人手持借条到法

院起诉还款，债务人辩称
已过诉讼时效，不予还
款。但让债务人没料到的
是，一段电话录音为法院
判决提供了依据，法院依
法判决债务人承担相应的
还款义务。

——记河南省公安厅第一工程公安局第五
派出所民警杨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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