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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履职铸警魂
——记渑池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王咏刚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段华峰

不管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从事
什么工作，都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革命激
情和顽强拼搏的战斗作风，在工作面前始终
任劳任怨、从不推诿，在危急关头始终敢打
敢拼、毫不退缩，在原则面前始终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和人民警察的高尚情怀。这就是渑池
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王咏刚。

2017 年 9 月 1 日，果园乡籍的青年余某
因感情问题，产生厌世情绪，欲从洋河桥上
跳下结束生命，接警后，王咏刚带领民警及时

赶到，发现该男子面朝外站在洋河大桥中段南
侧护栏外，情况十分危险，围观群众和过往车
辆造成交通拥堵。王咏刚沉着应对，安排民
警对该男子进行劝解分散其注意力，趁其不
备，迅速将男子拉到桥面上，将其成功解救。

党的十九大安保攻坚战役打响后，王
咏刚既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又是冲锋在先
的战斗员。每天零时前他几乎没有睡过，次
日凌晨 5 点钟准时赶到高速卡点，对开往郑
州的大巴车进行检查。

2017 年 8 月，群众张某的一名亲戚因意
外事件身亡，张某纠集众多亲戚，身穿孝衣，
在县委门前聚集闹事，严重扰乱党委机关的
正常办公秩序，王咏刚带领民警迅速赶到，

依法办事，果断处置，有力震慑了非访人员
的嚣张气焰，确保了信访秩序稳定。

在同事眼里，王咏刚尽职尽责，用自己
的执着与责任，为头上的警徽塑造了夺目光
环；在亲人眼里，他以队为家，用自己的热血
与忠诚，为渑池县这座城市展现了亮丽风
采；在孩子心中，许多的“110”故事，是父亲
用无数个通宵熬夜行动谱写的无数动人篇
章。可在取得众多成绩的背后，他有对家
庭、对母亲、对妻子、对孩子深深的愧疚。父
母住在乡下，他很少抽出时间前去探望，妻
子周末希望他陪着出去转转，儿子希望见
到爸爸的面……

舍小家为大家，王咏刚默默奉献着。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代文官 贺妍）以
购买汽车资金困难为由，向朋友借款
3万元，到期后不予偿还且不主动履
行判决义务。12月4日，渑池县法院
将被执行人李某峰抓获，12月6日，
李某峰的家属代为履行全部执行款
及罚款，案件得以执结。

2015 年 11 月 17 日，李某峰以
购买汽车资金困难为由，从胡某某
处借款 3 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
为月息1%，李某峰为胡某某出具借
条一张。到期后李某峰未按期偿
还，经胡某某多次讨要，李某峰于
2016年 12月 7日至 2017年 11月 20
日先后6次偿还胡某某本金及利息
1.6万元。无奈，胡某某将李某峰诉
至法院。该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李
某峰偿还原告胡某某借款本金
20245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被
告李某峰始终没有履行偿还义务，
胡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12月4日21时许，执行
干警接到群众举报，将被执行人李
某峰带至法院。在对其劝说履行
判决义务无效后，依法决定对被执
行人李某峰实施司法拘留15日。

12 月 6 日一大早，被执行人李
某峰的家属便来到法院，主动履行
了全部执行款及罚款 1000 元。至
此，案件得以成功执结。法院也对
被执行人李某峰提前解除拘留。

近日，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万轩带领市人大调研组，分别深入卢氏县、灵宝
市两地法院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在三门峡市中级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座谈
会。市法院副院长李红伟、审判监督庭庭长张建华陪同调研。座谈会由市人大常委会内
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杨少敏主持，市法院常务副院长李主臣及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路增广 杨爽 摄影报道

他奋力执着刑事侦查事业年
复一年，他拼命征战抓捕战场日复
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不平
凡的人生，他就是三门峡市东城分
局案件侦办大队侦查员马升平。

“我身体硬朗，我能吃苦，外出
抓逃我先上。”这是马升平对公安
工作的一贯作风，也是他屡出战果
的坚实基础，他在侦查工作中，顽
强拼搏，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甘愿
奉献，凡该大队受理的重大案件，
他都参与其中取得战功。

2018 年 10 月 24 日，马升平等
人受命前去广西执行抓捕诈骗嫌
犯任务，白天在镇、村进行走访摸
排，寻找嫌疑人线索，晚上要梳理
嫌疑人信息，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经过10余天，终于摸清了嫌疑人藏
匿的具体村庄。

11 月 8 日凌晨两点布控蹲守，
将嫌疑人李某抓获。抓捕后正赶
上当地看守所搬迁，嫌疑人看管、
羁押的任务全部落在马升平等人
肩上，他们就得羁押着嫌疑人办理
各种手续、吃饭、晚上睡觉等，一路
走来，持续4天4夜羁押到三门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安保
维稳期间，安保、执勤任务重，他作
为电信诈骗专案组的一员，更是认
真履职，忘我工作。

马升平在侦查工作中，服从分
配，听从安排，工作踏实，任劳任
怨，无论是出差抓逃，还是值班、执
勤，无论案情研判、还是刑侦技能，
他都是优秀的、出色的，他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责任与担当。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焦鹏

马升平：
平凡岗位

践行责任与担当

借款不还被拘留
家属履行把案结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 通讯员 李飞）近日，三门峡市纪委监察委
驻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认真落实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切实把构建政治生态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该纪检监察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于点滴处把工作做
细做实，倒逼各级党组织真正把管党治党重
大政治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从而践行“全责”和“专责”两位一体，共同发
力，奏响大合唱，推进两个责任“双翼齐飞”。

聚焦职责定位，始终把监督挺在前面。
该纪检监察组紧盯春节、清明、五一、国庆等

重要“节点”，通过节前廉政提醒、发放倡议
书、现场检查等形式，持之以恒开展监督肃
纪，切实防范和查处各种隐形变异的“四风”
问题，守好“主阵地”，种好“责任田”，打好

“持久战”，切实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
针对驻在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该纪检监

察组找准病灶，对症下药，督促驻在单位党委
把准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章立
制，严格落实，化风成俗、落地生根，形成长效
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治本功能等，从而践行
工作的可控性和可塑性，推进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常态化建设，切实把构建
政治生态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传新）从 12月 11日上午三门峡市湖
滨区法院召开的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今年该院共受理执行实施案件 3883
件，结案 3313件，执行到位款项 3亿余元。

目前，该院已组建6个执行实施团队，根据
受理案件数量的变化进行调整；通过执行分
工，各个执行组既相互分工，又相互促进、制约，
减少消极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执行不廉、作
风不正、有令不行的行为，提高执行效率。

全面推行监控措施。今年，该院与公安
机关对接，共合力布控 480 余人，挤压被执行
人生活空间。同时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对凡

是不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全部录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3 年来共计登记失
信被执行人员 9243 人，今年共计登记失信被
执行人员 3262 人，自 2017 年 9 月份开通限高
系统以来共登记限制高消费 4814人。

据该院新闻发言人窦晓辉介绍，2016 年
以来，该院执行工作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目标，以“强制性、规范化、信息化”为
抓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强力破解执行难
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该院共受
理执行实施案件 8486 件，结案 7916 件，执行
到位款项 8 亿多元。发布会还通报了 4 起典
型执行案例。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孟永新）日前，
卢氏县公安局潘河派出所负责人
薛辉被三门峡市委授予三门峡市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是近年来该
局广大民警充分发扬“警力少精神
不少、基础弱斗志不弱，条件差干
劲不差”的卢氏公安精神，牢记职
责使命，勇创一流业绩，斩获众多
荣誉的一个缩影。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薛辉始终
扎根基层一线，牢记职责使命、忠
诚履职作为，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赢得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
泛赞誉。薛辉先后荣立个人三等
功两次、个人嘉奖一次，荣获第九
届“三门峡市十大优秀青年卫士”、
全市公安机关执法质量“十佳示范
民警”等荣誉称号。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磊）担当有为
奋勇拼搏，三门峡市公安局再取佳
绩！昨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三门
峡市公安局获悉，该局特警支队突
击大队副大队长曲哲以372分的总
成绩，取得“全省公安机关执法执勤
能力考核比武个人第一名”佳绩。

据悉，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公
安机关在省公安厅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按照“1+3+5”高质量公安建
设要求，以提升规范执法、信息化
应用、警务实战“三个能力”为重
点，扎实开展公安民警实战化训练
工作，为推动三门峡市公安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12
月 8 日至 9 日，省公安厅组织开展
了执法执勤能力考核比武，此次考
核包括政治与法律理论、基本体
能、武器使用及常见警情处置等 4
个内容。在为期两天紧张、激烈的
角逐中，曲哲作为三门峡市公安局
实战教官代表，取得了个人第一名
的好成绩，展示了该局公安民警的
优良形象和过硬素质。

民警曲哲
勇夺全省考核比武
个人第一名

民警薛辉
被授予三门峡市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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