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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管控 树形象 保民生
强措施 赢民心

狠抓客货运企业安全监管 清理交通隐患
本报讯 今年以来，西峡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以源头化管理为突破口，狠抓客货运
企业安全监管，清理企业交通安全隐患。
该大队对客货运企业建立机动车及驾驶人
台账，通过网上核查、限时处理等形式，对
记满 12分的驾驶人责令予以清退；联合运
管、安监部门不间断深入客货运企业，对驾
驶员培训、车辆例检、GPS监控值守等情况
进行检查，下发限期整改责任书；利用每周
四，对辖区B1类以上驾驶证被记分人员进
行集中教育培训，提高驾驶员交通安全意
识。 （李金锋）

坚持五个不放松 强化行动战果
本报讯 原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坚持五

个不放松，强化“平安守护”行动战果。一是
坚持思想认识不放松。二是坚持勤务制度落
实不放松。三是坚持交通秩序整顿不放
松。四是坚持交通安全宣传不放松，向广
大司乘人员和其他交通参与者广泛宣传交
通法律法规，发布天气预警信息，提醒人民
群众出行平安。五是坚持领导检查督导不
放松。 （谢香锋吴松群）

强化路面巡逻防控 查获违法面包车
本报讯 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出

行安全，获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强化路面
巡逻防控，加大对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
的检查力度。近日，正在 S308 冢沁线宋庄
村路段执勤的民警看到，一辆灰色的面包
车自西向东快速行驶。民警示意该车停车
接受检查，在检查时发现该车检验日期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已逾期未检验。民警在
对该驾驶人处罚时，又发现该车属于违法
未处理状态，非现场违法行为有25条，这些
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仅在 7个月之内。民
警立即将该车进行了暂扣。 （马 妍）

开展大检查 确保校车安全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校车交通事故的

发生，近日，宁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集中开
展校车安全大检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校
车隐患，确保学生安安全全上学、平平安安
回家。行动中，民警检查了校车核载人数、
驾驶人准驾资格、检验情况以及行驶路线
等情况，同时要求学校负责人及校车驾驶
人要始终绷紧安全弦，坚决杜绝校车超员、
超速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广大学生乘车
安全。 （盛 博）
加强源头管理 狠抓客运车辆安全监管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春季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西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源头化
管理为突破口，狠抓客运车辆安全监管，严
把交通事故第一关，全面有效遏制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该大队通过层层召开会议，全力以赴开展
客货运车辆源头管理工作；通过建立健全
驾驶人管理台账，督促其落实安全管理主
体责任；加强路面管控力度，严查交通违法
行为；大力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宣传活
动。 （于廷见）

夜查大货车 震慑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为强化路面秩序管控，驻马店

市公安局雪松派出所交巡警大队采取双向
巡逻、交叉巡逻、接力巡逻等方式开展夜查
大货车行动。行动中，该大队对查处的违
法行为一律严肃处理，有效震慑了交通违
法行为，遏制了大货车交通事故的发生。

（王 磊）
排查道路隐患 提高交通事故预防水平
本报讯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

定，延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平安守
护”行动的相关工作要求，全面排查辖区道
路交通隐患，全力以赴进行集中整治，认真
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该大队全面
排查客运企业，全面排查危化品车辆和校
车，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面加强
路面管控。 （苗宏志）

辅警灭火 获网友点赞
本报讯 3月2日晚，卫辉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辅警李国军巡逻至友谊路与和平路交
叉口附近时，发现路边的杂草正在燃烧，火
堆旁边就是一片树林，如果不及时控制火
势，这片树林就有可能被毁掉。情急之下，
李国军通过用工具拍打和用土掩埋的方式
灭火，过往群众也自发地参与到了灭火之
中。灭火的视频被网友传上网以后，各界群
众纷纷对李国军点赞。 （文韬）

雷霆出击 打掉盗窃团伙
本报讯 汝阳县公安局组织刑侦大队、大

安派出所等警力60余名同时出击，一举抓获在
大安工业区盗窃厂矿、企业工地的犯罪嫌疑人
9名，破获案件21起，为“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增
添了亮丽一笔。2017年12月，该局大安派出
所民警接到辖区某陶瓷厂报警，称其厂内多件
物品被盗。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实地调
查走访，查看大量厂区监控视频。开展侦查期
间，大安派出所辖区又接连发生同类型盗窃案
件。汝阳县公安局领导立即组织110实战化
指挥中心、刑侦大队、大安派出所等相关单位
召开案情研判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民警最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杨某营、侯某超等
9人，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刘照璞）

唱响春季农村交通安全“大台戏”
本报讯 上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不断

强化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按照年
度“文明交通宣传教育实施方案”内容，依
托春季农村交易会、庙会等群众集中的有
利时机，组织民警深入开展宣传活动，唱响
春季农村交通安全“大台戏”。 活动中，该
大队固定一名班子成员负责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配置专职宣传民警，配齐宣传器
材和宣传资料，向农村驾驶人、群众和中小
学生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倡导文明交
通行为，拒绝危险驾驶行为，自觉养成文明
交通良好习惯。 （尼铁中）

打造窗口服务新形象
本报讯 为积极适应群众对窗口服务

的新要求，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派出所交
巡警大队坚持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增设群众等待座席，
张贴温馨提示标语，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等，
全力打造窗口服务新形象。 （王 磊）

强化五种意识 规范民警执法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民警执勤执法工

作，构建警民和谐关系，树立交警良好形象，
西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队伍实际，要求
民警树立和强化五种意识，规范民警执勤执
法，提升民警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
的水平。该局要求民警要树立责任意识，树
立文明意识，树立群众意识，树立公德意识，
树立廉洁意识。 （于廷见）
民警上“开学第一课”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不久，汝南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学校，给学生
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增强
了广大师生的平安出行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校
园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姚建勋）

举办客货运交通安全志愿者培训
本报讯 近日，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对市属各客货运企业交通安全志愿者40余
人进行了交通安全培训。培训中，民警就
如何对不文明交通安全行为进行有效劝
导，以及在开展交通安全志愿活动中需要
注意的事项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围
绕交通劝导的方式、礼仪、站姿站位、指挥
手势、言行举止和如何劝导行人、非机动车
遵守交通信号规定、规范有序地停车等对
全体志愿者进行了详细讲解。（宋汉成）

▶ 3 月 4
日，驻马店市公
安局南海派出
所交巡防大队
在驻马店市第
一小学举行“交
通安全宣传教
育 进 校 园 ”活
动，给学生上新
学期校园交通
安 全 第 一 课 ，
增强了校园师生交
通安全意识，再次掀起

“平安守护”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的新高潮。记者 陈磊 特约记
者朱剑锋通讯员 郭玉杰摄影报道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镇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严格检查“两客一危”车辆和重型货车，及时查
处客车超员、货车严重超载、违法运输危险品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王小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推动“放管服”各项措
施落地，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永城市
国税局理思路、找方法，稳步推进营商环
境调查工作。

该局专门召开党组会研究布置，领导班
子分工负责、分组包干，确保调查工作顺利

开展；召开税企座谈会，宣传营商环境调查的意
义，帮助企业正确理解调查指标的含义；完善反

馈机制，将营商环境调查工作作为“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的一部分，广泛征求纳税人对国税部门
的意见和建议，分类建立台账，对纳税服务制度
进行修改和完善，快速响应纳税人需求，着力提
高服务质效。 （管雪影王守坤）

本报讯 今年以来，修武县国税局继续
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积极落实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要求，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全面提
升纳税人满意度。

该局在办税服务大厅入口张贴《办税
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宣传海报，并结
合多种方式广泛告知纳税人，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对现有办税事项进行全面

梳理，明确《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事项范围，组织全局各相关科

室开展专题学习，确保《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次”清单》落实到位；

充足配备导税人员，对纳税人
提出的问题及时解答，对提

出的意见及时整改，不
断提高服务质效。

（李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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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国税局
理思路找方法

推进营商环境调查

修武县国税局
落实国家新政策

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安全无小事 严查护平安

本报讯（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李冰）随着“平安守
护”行动的深入开展，为了预防重大事故发生，郑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一方面安排巡逻民警加大巡
逻管控和安全排查力度，另一方面利用警情研判系
统，通过视频监控的科技手段加大道路巡查，对巡查
发现的问题，通知路面民警实施精准布控、精准打击，
有效地消除了事故隐患。

3月12日11时20分，二大队保通中队指导员孔国东
带领民警王晨光到郑州市科学大道与须水河东路交叉口
进行布控，根据警情研判室提供的数据，有一辆严重超员
的农用三轮车会在11时30分左右从该路口通过。

几分钟后，一辆无号牌的农用三轮车由北向南驶
来，车上载了满满一车建筑工人，民警立即上前将车拦
下。经查，该车上共坐了14名建筑工人，属于严重违法
载客。驾驶人许某还存在准驾车型不符、机动车无号牌
行驶等多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随后民警将车辆暂扣，
把驾驶人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与此同时，另一组守候在郑州市白桦街和郁香路交叉
口的民警姚家阔和协警马卓、兑超也有收获。他们在这个
路口共查获5辆机动三轮摩托车，每辆车上都乘坐了五六
名建筑工人。5辆三轮摩托车全部无号牌行驶，驾驶人均
不能当场出示驾驶证，因此被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据悉，交警二大队此次布控查扣的农用三轮车和
三轮摩托车的驾驶人均为附近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
他们每天中午利用这些运输建筑工具的车辆接送工
人吃饭和休息。他们认为建筑工地离市区很远，不会
被交警查到，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下一步，交警二大队会按照相关规定对驾驶人进行处
罚，对其所在的工地负责人进行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

视频监控助巡查
民警现场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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