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守护平安”活

动开展，打牢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基础，
全面增强辖区人民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近日，濮阳县公安局庆祖派出所民
警利用流动宣传车，开展“拉网式”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并结合实际宣传普
及消防安全知识。此次宣传活动，该
所共发放消防资料 200 余份，解答群
众提问 50 余人次，营造了全民共创消
防安全稳定的浓厚氛围。 （濮公宣）
开展专项整治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 为彻底消除企业内部因
车辆装载违法产生的交通安全不利
因素，近日，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重监办联合县交通运输管理局开展
了专项整治工作。针对部分装载砂
石和混凝搅拌货物车辆存在超限安
全隐患，重监办民警与运管人员立
即进驻机关场站，与场站负责人约
谈。同时，该大队积极对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和有关驾驶人进行道路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 （濮公宣）
加大清查力度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为切实开展“平安守
护”行动，及时消除隐患，做好辖区
消防安全工作，濮阳县公安局鲁河
派出所加大清查力度，联合鲁河镇
综治办进行了集中消防检查。近
日，该所民警与镇综治办人员在辖
区内开展消防检查时，发现某庄园
院内有人非法储存、买卖汽油，经
询问，违法行为人王某对其非法储
存、买卖汽油的行为进行了如实陈
述。目前，王某已被行政拘留。

（濮公宣）
加强易制爆品安全管理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公安局
柳屯派出所进一步加强辖区内易
制爆品安全管理，在检查中查处

社区服刑人员赵某家庭困难，妻子患重
病，新密市司法局曲梁司法所发起募捐倡
议，对其进行帮扶。2 月 23 日上午，该局领
导带领相关人员一起来到医院探望赵某妻
子，并送去了 7122 元爱心捐款，助其渡过
难关。 刘渭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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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
者 朱剑锋 通讯员 史子君）日前，驻马店
市公安局西园派出所案件侦查大队民警
在超市便衣巡逻时，与一名毒贩“偶遇”，
随后一路追踪，成功将其抓获。

农历正月初四，正是合家团圆的日
子，驻马店市公安局西园派出所案件侦
查大队组成的便衣巡逻组仍在紧张工
作。下午 2 时许，民警王相杰与同事在
市区雪松路某百货超市附近便衣巡逻
时，刚刚走到超市门口，迎面走来的一名
男子让王相杰觉得非常眼熟。

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让王相杰的大
脑飞速思考，经过对男子长相快速“过
滤”后王相杰发现：该男子系吸毒前科人
员刘某，曾因贩毒和吸毒被公安机关多

次处理。随
后，为了不打草
惊蛇，王相杰和同
事一路追踪刘某。
只见刘某一路上鬼
鬼祟祟，神情显得比
较紧张，十分戒备，不断
东张西望，时而接打电话，好像
在等什么人。

约一个小时后，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刘某上前与其交谈几句后从身上拿出了
什么东西给了对方，对方转身匆匆离
去。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旁蹲守的王
相杰和同事立即行动，当场将刘某控制，
从其身上搜到毒品“老黄皮”3包。

此时，刘某的手机还在不断响起。

经询问，刘某承认打电话的人都是找他
买毒品的，并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追踪。
王相杰和同事顺藤摸瓜，又成功抓获购
买毒品的吸毒人员王某、熊某某。后经
检测，二人毒品尿检测试结果为阳性。

目前，刘某因贩卖毒品被依法刑事
拘留，王某、熊某某因吸毒被强制隔离戒
毒两年。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郭兴 吴芳)2月22日上午10时许，渑
池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五中队队长侯锐
锋带领协警在省道 247 路段巡逻执勤，
巡逻至仰韶镇后涧村时，发现路边停靠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侯锐锋上前盘
问该驾驶人时，发现该驾驶人正在用矿
泉水瓶吸食类似毒品的东西，侯锐锋当
场将其控制，收缴吸食毒品工具，将其带

到公安局办案中心，对该驾驶人刘某进
行尿检并询问。经对其尿检检测显示呈
阳性，刘某对吸食毒品事实供认不讳。

经询问，货车司机刘某，于 2 月 21
日晚 11时驾车从山西侯马开往河南登
封，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仰韶镇后涧
村停车检查车况，因前面滞留车辆较
多，便返回车中拿出预先准备的矿泉水
瓶、锡纸等物品进行吸食提神。

目前，此案已移交渑池县公安局仰
韶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吸食毒品和饮用酒精饮品后，受毒
品和酒精影响，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时
易出现注意力下降、判断误差、操作失
误等情况，极易引起交通事故。交警提
醒广大驾驶员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抵
制交通陋习，遵守各项交通安全法规，
文明安全参与道路交通。

A

B 吸食毒品提神“毒驾”男子被逮

超市“偶遇”毒贩
一路追踪抓获

为进一步巩固“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成果，驻马
店市公安局南海派出所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进一
步强化夜查“酒驾、醉驾”整治工作，努力打造平安和
谐环境，助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记者陈磊特约记者朱剑锋通讯员
郭玉杰摄影报道

重拳打击 筑起“防 墙”

一名非法储存买卖危险物质违
法行为人，及时消除了安全隐
患。日前，该所在辖区内开展易
制爆危化品和寄递物流专项整
治集中行动，发现某村一烟酒副
食门市内有鞭炮售卖，却未办理
相关储存销售手续，经询问，店主
吉某对此供认不讳。目前，其被
行政拘留。 （濮公宣）
开展周末夜查集中统一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对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为春运
营造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近日，
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全县组织
开展夜查集中统一行动。此次行
动，该大队共出动警力 160 多人次、
警车 16 辆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960起，严厉打击了各种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的嚣张气焰，为广大人民
群众创造了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
交通环境。 （濮公宣）
对辖区宾馆进行安全检查

本报讯 为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确
保辖区内社会治安稳定，日前，濮阳县
公安局东关派出所所长胡崇科带领辅
警深入辖区对宾馆旅店开展了安全检
查。此次检查，该所及时整治了一批火
灾隐患，现场整改安全隐患4处，下发整
改通知书两家，当场处罚两家，为各个
宾馆敲响了安全警钟，进一步净化了辖
区消防安全环境。 （濮公宣）
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本报讯 2018 年 2 月 1 日是全国春运
启动交通安全宣传日。上午8时，濮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春运
启动日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动中，该大
队民警分别在县汽车站、坝头服务站及省
国道沿线村庄、集市等人流、车流密集处等
地点，举行春运启动日的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同时还特邀请县广播电视台媒体记
者随警作战，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濮公宣）
成功抓获一名外省在逃人员

本报讯 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以来，
濮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纵深推进严厉打击
黄赌违法犯罪，近日，该大队成功抓获外省
在逃人员一名。1月 25日，该大队查获一起
赌博案，当场抓获谢某等 14人。随后，该大
队深入展开调查，发现谢某因涉嫌组织卖
淫被深圳市公安局上网追逃，于是立即与
深圳警方联系并予以确认。2 月 2 日，该大
队将谢某依法移交深圳市公安局。

（濮公宣）
抓获一名外地在逃人员

本报讯 自集中开展抓捕在逃人员专
项行动以来，濮阳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积
极行动，近日成功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
员。1月 31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一起
故意伤害案件，案发后嫌疑人张某驾车
逃跑，经民警细心排查，发现其在濮阳县
城关镇某小区居住，于是，该所民警积极
行动，立即对张某进行抓捕，最终成功将
其抓获。目前，张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濮公宣）
成功端掉一赌博窝点

本报讯 日前，濮阳县公安局巡特警
大队了解到辖区有人正在利用牌九进
行赌博活动后，立即制订抓捕计划，当
晚联合反恐应急处突大队迅速出击，
成功端掉了该赌博窝点，当场抓获正
在赌博的许某贝、许某路、王某庆、石
某浩及为赌博提供条件的王某业，有
效净化了社会风气和治安环境。经讯
问，5 人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5人被行政拘留 。（濮公宣）
做好春运安保勤务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认真做好春运期
间的安全保卫工作，濮阳县公安局郎
中检查站要求全体在岗民警不畏严

寒、精神饱满，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实
履行反恐防暴、打击犯罪、交通管
理、治安检查、设卡拦截、服务群众
的任务职责，有效查控各类违禁危
险物品，守好濮阳的“南大门”。

（濮公宣）
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本报讯 为确保输油管线安全，
严防盗油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坚决杜绝各类安全责任事故，近日，
濮阳县公安局油区治安队在严厉打
击、集中破案的同时，协同新乡输油
处保卫科定期或不定期对输油管线
进行检测巡查。同时，该队还对油
区、输油气管道沿线及周边的治安乱
点、出租房、闲置厂房、院落和流动人
口全面开展摸底排查，集中整治各类
安全隐患。 （濮公宣）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促进辖区群众对电信诈
骗的认识，增强防电诈意识，日前，濮阳
县公安局郎中派出所在辖区内组织开
展了打击防范电信诈骗犯罪宣传活动，
受到了广大群众一致好评。该所民警
深入商店、门店、村庄向辖区群众讲解
电信诈骗犯罪的常见手段和识别防范技
能，告诫大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
财物的陌生电话或短信，不要轻易向陌
生人转账汇款。 （濮公宣）
加大夜间巡逻力度

本报讯 为切实维护辖区内道路交
通安全，确保不发生影响大的交通事
故，濮阳县公安局五星派出所加大夜间
巡逻检查力度，近日，该所查获了一名
酒驾人员。1 月 30 日 21 时许，该所在辖
区后坡村西面水泥路上，闫某酒后驾
车，被正在巡逻的民警当场查获。经对
闫某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闫某涉嫌醉酒
驾驶。目前，闫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
进一步处理中。 （濮公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