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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沓沓厚厚的户籍证明，一排排摆放
整齐的档案盒，一张张粘贴有序的户籍材
料，一群群熙熙攘攘的人……这是我今天
下午4点钟在三门峡市公安局崤山分局户
籍室看到的情形。

“我要给小孩儿上个户口。”
“好的，请您出示父母双方身份证户口

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户籍民警冯娜红热情地向群众解释着

相关手续和流程。
“我来领身份证。”
“请问是您本人吗？叫什么名字？”
仔细核对后，她迅速地找出该居民的

身份证……
38岁的冯娜红和另外一名民警李彦姣

负责管理辖区10万余人的户籍。辖区人口
超三门峡市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户籍工
作十分繁杂，业务量大，可以说是千头万
绪。但冯娜红毫不畏难，每天微笑着面对
每一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即便有一些
话已经是她当天说的第N遍了。

10 多年来，冯娜红每周要接待千余名

办事群众，办理出生、迁移、补录和删除等
十几项业务。冯娜红说：“户籍窗口的工作
比较磨炼人，踏实勤奋干工作，群众满意是
我最大的幸福！”

今年6月28日上午，一位80多岁的老
人打电话到崤山分局户籍室，称其办理公
交卡时受阻，要求查看其户籍情况。冯娜
红一查吓了一跳，其户籍信息自1994年以
来从未更新过，在近几年实有人口清理整
顿时多次查找不到本人，其户口已注销。

冯娜红当即记下老人的电话，询问老
人这些年的生活轨迹，老人称其原为三门
峡黄金一公司的工人，后于1992年回甘肃
酒泉生活。冯娜红当即向甘肃酒泉警方联
系，请他们帮忙采集老人的照片以便进行
人像比对。同时，她向老人原单位进行核
查。

经过核查，因为是 20 多年前的事情
了，其单位的人员已换了几拨了，认识老
人的人太少了。无奈，每天下班之后，冯
娜红就到社区调查，终于在第四天，公司
原来的一名主任提供信息，原黄金一公司

确有此人，后下岗后不知去向，老家就是
甘肃的。这真是令冯娜红喜出望外！和
甘肃调查的信息一致，说明老人确实无其
他户口，必须恢复。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恢复其户口需要本人到场递交申请，采集
人像才行。80多岁的老人从甘肃来一趟，
花路费不说，身体怕也吃不消。冯娜红当
即向酒泉警方求助，让老人在他们那里把
申请写好，把照片采集之后发过来，省去
老人的来回奔波。目前，她正在等待甘肃
把准迁证寄过来。

没有侦破大案要案的惊天动地，没有
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仅有的
几十平方米的户籍室，却关乎着千家万户，
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这里是公
安机关联系群众、密切警民关系的桥梁和
纽带。这里的民警把为民服务的情怀体现
在工作中的一点一滴……

眼眼基层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建芳）我省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百场宣讲活动全面启动。
7 月 10 日，洛阳、新乡、漯河、信阳、南阳等市
分别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
讲会，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全市市直单
位、各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聆听了省委宣讲团
成员专家的辅导报告。

在信阳，870多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省
委宣讲团成员焦万益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发展历程、丰富内涵以及如何更好贯彻落实
作了翔实的报告。报告引起了在场广大干部
职工的共鸣，现场掌声雷动。

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市委
书记乔新江表示，报告既有深刻的理论阐述，
又有生动的事例，对于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
对性和实践性。他表示，要把宣讲报告的精
神转化为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
大信心和动力，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地生根。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省委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这次

百场宣讲活动。
活动中，我省抽调了高校、党校、社科研究

机构、环保等部门和单位政治强、业务精、宣讲
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以及高水平专家学者 12
人组建宣讲团，分为 6个组，集中时间分赴全
省18个省辖市和107个县（市）开展宣讲。

宣讲活动引起干部职工的强烈反响。洛
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督查处二处处长许
宝华说，作为一名基层环保工作者，要坚决用
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来履行好自己的职
能，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自己最大的
贡献。

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百场宣讲活动全面启动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

7 月 10 日，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
分 局 深 入 开 展“ 暖 警 心 进 百 家 ”活
动，将浓浓的关爱、温暖和亲情送到
每一个优秀和困难民警、辅警家中
和心上，通过此次活动让每一名基
层民警、辅警充分体验到公安大家
庭的温暖，将从优待警认真落实在
行动上。

图为分局部门领导到民警家中走访。
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刘书亭 摄影

报道

进百家 暖警心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
讯员 张林丰）“爸爸，今天能不能
早点下班？我和妈妈等你回来给
你过生日……”7 月 4 日晚上 7 点
多，出差结束正在高速路上往回
赶的济源市法院执行干警晋洋洋
接到了宝贝儿子打来的电话。

出差在外已经 3 天没回家的
晋洋洋，高兴地答应了儿子。然
而，眼瞅着就要下高速了，晋洋洋
却突然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称
被悬赏执行的张某某目前正位于
御驾村某出租房内。挂了电话，
看了看时间，晋洋洋知道自己要
和儿子失约了。

张某某是济源市梨林镇人，
因欠孟州市一男子 1 万元近 20 年
未归还，于 2014年被诉至法院，随
后被法院判决返还本金并支付约
定利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张某某在返还了本金 1万元后，就
失去了踪迹。

执行干警经过多方查找，均
未能联系到其本人，其名下也无
可供执行财产。今年 6月，经申请
人申请，执行干警决定对张某某
采取悬赏执行措施。如今终于通
过群众举报找到了其踪迹。

晋洋洋匆匆给妻子打了个电
话，就和同事下了高速公路，直奔
御驾村而去。

晚上 8点半左右，执行干警到
达了张某某躲藏的出租屋内，在
房东的配合下，很快就将其抓获。

办完拘留手续，已是晚上 11
点 ，晋 洋 洋 打 了 个 车 赶 紧 往 家
赶 。 到 家 的 时 候 ，儿 子 早 已 熟
睡。妻子把饭菜热了热，给他切
了块蛋糕，抱怨了两句，陪他吃完
了这顿生日餐。

这时，晋洋洋的手机又响了
起来：“祝洋洋哥生日快乐”“洋洋
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看着
执行工作群里战友们发来的生日
祝福，晋洋洋红了眼眶。他的这
个生日，有点忙，有点累，有点愧
疚，但不孤单。

这生日，不孤单

进乡村 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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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死灰复燃、恢复
建设、隐瞒不报……国家发展改革
委11日称，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
作中，江苏扬州东高高尔夫球场等
5个高尔夫球场因存在严重问题被
地方政府取缔，并严肃追究了相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至2017年底，
全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已

累计取缔115个高尔夫球场。

●记者 11 日从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了解到，共享单车破产第一
案——小鸣单车破产案已进行债
权统计，确认的有效债权共118881

笔，债权金额共5540多万
元；小鸣单车账户资金仅剩存放于
微信账号上的35万多元，不足以清
偿所有债务。

●从借贷公司借款 1000 元，8

个月后连拼带凑还了35万元竟

然还没还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居民王某近期陷入“套路贷”还贷

“黑洞”，最后选择报警。警方提
醒广大群众，应通过银行等正规
金融机构贷款，千万不要轻信无
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布
的广告信息。 （均据新华社）

为解决贫困户因病致贫问题，7
月 9 日，淮阳县检察院驻郑集乡杜埠口

工作队主动联系周口市人民医院专家到
村内开展义诊活动，把诊疗和关爱请到百
姓家门口。检察院细心为民和义诊团的

热情服务得到了村民的一致称赞。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张艳华

刘艳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