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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天“双抢”零发案
本报讯 近日，从洛阳市公安

局获悉，截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洛阳市区实现了“双抢”警情零发
案天数达到 258 天，较去年同期增
加 38 天，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
稳定，群众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

2018 年，洛阳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严格落实重点部位武装定点
执勤、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动中备
勤、人员密集场所高峰勤务、公安
武警联勤巡逻等工作机制，着力
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严密
社会面巡逻防控，最大限度防范
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今
年以来，该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
社会联动，逐步实现巡防工作从

“警种化”向“勤务化”“社会化”转
变，实现了巡逻警力使用的最大
化；打造立体防控新体系，实现了
巡逻工作的一级接处警、远程指
挥，第一时间对各类警情进行现
场调度，提升了接处警工作的灵
敏度和准确性；通过警情研判制
度化，不定时发布重要警情预警
和重要警情指令，精确指导全市
打防工作；巡逻布警等级化，细
化三级巡逻模式、分等级梯次投
入警力，实现了精确指导、精确
巡控。此外，全市公安机关进一
步夯实社区治安防控基础，严格
销 赃 渠 道 管 控 ，防 范 与 打击同
步，破案与追赃并重，有效遏制
了各类案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
会治安大局稳定，群众安全感得
到明显提升。 （许鹏飞）

驾校班车超员被查处
本报讯 驾校是培育驾驶员的

专业机构，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源
头，作为接送驾校学员的班车司
机，本该模范遵守交通法规，言传
身教培养学员的安全驾驶习惯，
而洛阳某驾校的班车司机却载着
学员“玩”起了超员。近日，洛阳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执
勤人员巡逻至龙鳞路与北航路交
叉口时，发现一豫 CD0198 的中型
客车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有超
员的嫌疑，便示意该车靠边接受
检查。

交警经现场核查，发现该中
型客车核载 14 人，实载 16 人，超
员 2 人，除司机杨某外，其他 15 人
均为某驾校的新学员。驾驶员杨
某是一名持有 A2E 驾照的老司
机，车上乘坐了 15 名学员也都刚
通过科目一理论考试，却没有一
人意识到该车已存在超员的交通
违法行为。司机杨某急忙解释道：

“一般我都是看人装满了就走，没
想到会超员两个人。”面对如此心
大的司机，民警经过严厉批评教育
后，对杨某驾驶载客汽车超员未达
到 20%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记 3 分
罚款 100 元的处罚决定。这例驾
校班车超员交通违法行为的及时
查处，不仅给这位心大的驾校班车
司机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车上
尚未获取驾驶资格的 15 名学员上
了一堂深刻的交通安全预警课，希
望他们能吸取教训，以后自觉做到
安全、文明驾驶。 （王俊欢）

出彩事迹赢掌声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及“四句话、十六字”总要
求，高质量推进“五个公安”建设，
传播正能量，树立好形象，争做出
彩河南公安人，10月 17日下午，洛
阳市公安机关“我出彩，我是河南
公安人”主题演讲活动在新安县
公安局举行。

报告会上，演讲者们立足本
职岗位，结合工作和生活实际，生
动展示了新时期洛阳公安忠诚履
职、创新实干的昂扬斗志和豪迈
热情，展现了全市公安机关和广
大民警有信念、有担当、有追求、
有情怀、有温度的新时代精神风
貌。《优质服务群众，我们在行动》

《反恐利剑，百炼成钢》《信任的力
量》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
句句饱含深情的讲述，充分展现
了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恪尽职守、
创新实干的优良作风，充分展现
了广大公安民警忠诚担当、无私
奉献的高尚品格。

在场观众被感人肺腑的真情
所打动，现场时时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在场民警纷纷表示，自己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将以
先进典型为标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为打
造“平安新安”促进社会大局稳定、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翟天下）

E-mail:hnfzbbjb@126.com

0606
2018/10/2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张 杰杰

美编美编 李李 茹茹 校对校对 孟杰曼孟杰曼
进行时

从优待警聚合力 执法为民保平安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尊老、敬
老、爱老的优良传统美德，激励老
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
命本色，充分发挥余热，近日，洛宁
县公安局开展了“献计献策谋发
展，喜看公安新变化”庆重阳佳节
主题活动，让退休老干部共同过了
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10 月 17 日上午，35 名退休老
干 部 齐 聚 洛 宁 县 公 安 局 ，参 加

“九九重阳节”座谈会。该局党
委副书记、政委葛现通代表局党
委向与会老干部通报了公安工作
和队伍建设取得的新成果。大家
畅谈了公安机关发展变化，提出
了合理化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会
上，该局向老干部发放了《老人春
秋》《2018 大众热点话题》等学习
资料，随后组织老干部参观正在
建设的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新
建成的城郊派出所、长水派出所，
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建筑
工地。洛宁县副县长、公安局党
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马怀庆带领
大家来到工地旁的鸟瞰图前观
看，并让该局交警大队办公室主
任侯旭峰详细讲解了规划建设情
况。老干部们纷纷表示，非常感
谢局党委对退休干部工作的重视
关心和对老同志的尊重关怀，要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觉践行党
的宗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
色，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公安
事业的发展进步。 （张伯伟）

榜样力量基层一线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宋利
锋）日前，汝州市看守所抓获了涉黑恶犯罪网上在逃人员任
某。任某也是9月15日平顶山市公安局发布的首批“扫黑除
恶通缉令”中被悬赏通缉的涉黑恶网上在逃人员第一人。

据汝州市看守所所长刘黎伟介绍，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该所全体干警在监所内大力发动宣传攻势，鼓励
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通过常态化的管教谈话、在监室内
部张贴宣传通告、涉黑恶网上在逃人员信息以及播放有关案
件视频等形式，向在押人员积极宣传、鼓励检举揭发涉黑涉
恶线索。

9 月 15 日，平顶山市公安局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首批“扫
黑除恶通缉令”，对 5 名涉黑涉恶网上在逃人员进行悬赏通
缉。平顶山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将这 5 名网上
在逃人员的信息在全市监所系统下发公布。

9月19日，一名刚入汝州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向管教民警
反映了通缉令上位列第一的汝州籍网上在逃人员任某的重
要线索。管教民警立即向刘黎伟和该所教导员魏延昭报告
了这一重要信息。刘黎伟和魏延昭决定指派中队长梁志阳、
民警宋利锋积极查证落实。

梁志阳、宋利锋经过两天的认真摸排，确认任某藏在汝
州市其朋友的养鸡场内。9月21日下午，两人来到养鸡场附
近化装侦查，并发现驶进养鸡场内的一辆皮卡车的驾驶员与
任某体态有相似之处。由于该驾驶员戴着帽子和墨镜，他们
不能确定就是任某本人。在抵近侦查后，两名民警终于确认
此人正是任某本人，遂上前亮明身份，将其迅速控制，带离现
场。之后将其移交给汝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据了解，2017年，通过在押人员的积极举报，汝州市看守
所共摸排线索 58 条，破获案件 28 起，抓获 12 名违法犯罪人
员。2018年截至目前，该所已经挖出各类线索38条，其中破
案14起，抓获网上在逃人员6名。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监所资源、手段和阵地优势，
向在押人员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讲教育，广泛获取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扫黑除恶斗争战果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平顶山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支队长汪
耀宇说。

本报焦作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华）日前，武陟县法院
院长年颖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涉黑恶案件。
武陟县检察院检察长苗东升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法检两长带头办案，同庭办案，进一步推动了武陟县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纵深开展。

2016年 11月 26日，刘某飞、刘某迎（已判刑）驾车路过
武陟县三阳乡某处时，与张某桥、张某新驾驶的货车发生碰
撞。双方在下车观察车况时，言语不合发生争执，并大打出
手。刘某飞随即给被告人刘某甲打电话，让他叫几个“兄
弟”过来“教训”一下对方。被告人刘某甲便带着四五个人
赶到现场，围着张某桥、张某新拳打脚踢，导致张某桥轻伤
一级、张某新轻伤二级。

2016年 12月 9日下午，丁某（已判刑）在武陟县某村马
路边晒山药时，李某骑着三轮车途经此地，因为丁某的山
药正好挡住了李某的路，李某让其把山药挪一下。在理论
中双方争吵起来，丁某打电话叫来被告人刘某乙、刘某丙
等人围殴李某。经鉴定，李某左侧肋骨骨折，损伤程度为
轻伤二级。

庭审中，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年颖从容把握庭审节
奏，引导控辩双方紧紧围绕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充分开展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庭审程序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整个庭审历时一个多小时，两起案件顺
利审理完毕，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今年 5 月 27 日，长垣警方
利用长垣微警局对 9 名涉黑恶
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布通缉令。
10 月 11 日，广东佛山群众看到
该通缉令后，向长垣县公安局提
供通缉令中涉嫌开设赌场犯罪
的 网 上 在 逃 人 员 赵 某 踪 迹 线
索。民警闻讯而动，立即赶赴广
东佛山实施抓捕。10 月 14 日，
民警将赵某抓获。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周雨薇

法检两长强力扫黑除恶

化装侦查 看守所深挖线索抓嫌疑人

同庭办案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营造警营浓
厚的温馨氛围，落实从优待警措施，
10月17日下午，洛阳市公安局重庆
路分局组织退休干部职工及部分民
警代表齐聚一堂，共度重阳佳节。

活动中，该局党委副书记、政
委吴中明首先向退休民警送上了
节日的祝福，并为他们赠送了小礼
物。吴中明简要汇报了近年来重
庆路分局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
局平稳、打击防范违法犯罪、服务
辖区经济发展、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等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并指出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大家辛勤
的付出和热情支持，特别是以徐贯
军、许荣弟等为代表的老同志，人
退心不退，仍坚持在公安基层一线
上发挥余热，成为广大干部职工学
习的榜样。吴中明希望大家一如
既往地关心分局工作，并表示今后
重庆路分局也将继续落实从优待
警政策，让退休干部职工持续感受
分局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随后，该局警务综合室人员组
织退休干部及民警代表，前往重庆
路一社区参观书画根雕作品展。展
览室内，退休老干部们在精美的展
品前纷纷驻足观看，并与在场的艺
术家进行交流，了解每一件展品的
创作过程和感悟。

此次活动，既创新了该局重阳
节活动形式，又丰富了退休干部的
文化生活，同时也在秋日里为他们
送去了暖暖的关怀。 （任浩）

佳节送温暖
汇报工作新成绩

情暖重阳

座谈谋发展
喜看公安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