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排部署基础工作

本报讯 近日，嵩县公安局召开会
议，总结前段时间派出所基础工作，并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嵩县公
安局局长吴光辉等人参加会议。此次
会议为治安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
基础。 （胡晓杨新亮）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本报讯 近日，按照嵩县公安局党
委部署，嵩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大宣传、大走访、大排查、大
整改、大回访、强基础，提升公众安全
感、提升执法满意度”专项行动，营造
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胡晓杨新亮）

执勤卡点成立临时党支部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瀍河
分局党委书记陈宏伟在二广高速卡点
宣读成立临时党支部的决定并举行授
旗仪式。他要求执勤干警提高思想认
识，提升政治站位，明确岗位职责，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李璐）

抓获命案嫌疑人

本报讯 近日，嵩县警方将杀人后
潜逃19年的命案嫌疑人谭某某押解回

嵩县。至此，2000年5月发生的车村镇
杀人案成功告破。今年春节后，民警
在走访中获得线索，立即赶赴安徽，成
功将谭某某抓获。 （胡晓杨新亮）

打掉电子游戏赌博窝点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公安局老城
分局巡警二中队和治安三中队根据群
众提供的线索，协同作战，密切配合，
打掉一个利用电子游戏赌博的窝点，
为“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再添战果。

当天，老城分局监控中心接群众
报警称，辖区唐宫东路某地下室有人
用电子游戏机赌博。接警后，该分局
迅速组织警力赶到现场。经过现场清
点，该地下室共有12台有赌博功能的
游戏机。民警当场控制了4名参赌人
员。经查，嫌疑人黄某于一个月前到
唐宫东路某地下室无证经营游戏厅，
利用电子游戏机开设赌场，并雇用同
乡黄某某在游戏厅内为参赌人员收
款、退钱。目前，黄某因涉嫌开设赌场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他5名涉案人员
被行政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李保宏）

利用监控侦破砸车盗窃案

本报讯“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监控中
心加大对重点部位的视频巡查力度。

该分局巡警大队闻警而动，沉着勇敢，
抓获了一名作案多起的砸车玻璃盗窃
车内财物的嫌疑人。

近日，老城分局监控中心监控员
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男子围着停放的
汽车打转，并用手电筒向车内窥探。
监控员判断，该人极可能是在伺机盗
窃车内财物。就在监控员通知巡警前
往现场盘查时，该男子打破了一辆汽
车的玻璃，从车内盗出一个背包。巡
警及时赶到现场，将该男子控制。

经讯问，该男子叫杨某某。自
2018年12月以来，杨某某先后流窜至
内蒙古包头市，河南省汝州市和洛阳
市，多次利用自制弹弓破坏车窗玻璃，
盗窃车内财物。目前，嫌疑人杨某某
被依法刑事拘留。 （李保宏）

蹲守三天抓获嫌疑人

本报讯近日，在“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中，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重拳打击
侵财案件。该分局巡警二中队经过视
频分析和连续三天的蹲守，抓获一名在
超市盗窃他人手机的嫌疑人。

近日，刘女士到某超市购物，刚出
超市门就发现价值4200元的手机被偷
了，连忙拨打110报警。巡警201巡逻
车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
场，根据刘女士讲述，确定她是在出超
市掀门帘时被偷了手机。经过对比监

控录像，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并截取了
嫌疑人的正面影像，确定嫌疑人为石
某。连续在石某家周围架网蹲守三天
后，民警将石某抓获。目前，石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李保宏）

加强道路管控

本报讯 近日，为贯彻落实省、洛阳
市百城提质道路交通秩序治堵工作要
求，汝阳县交警大队结合“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切实加强道路管控，通过创
新勤务方法、宣传教育，推进城市道路
交通秩序治堵工作。 （黄志伟）

做好旅游节安保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做好中国牡丹文
化旅游节期间的安全工作，洛阳市公
安局伊滨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柴战现
对景区安保工作进行了现场督导检
查，制订了详细的安保方案，并专门召
开会议，部署各项安保工作。

（王培清）

集中回访刑事治安案件

本报讯 近日，宜阳县公安局案件
回访中心工作人员对全局办理的刑事、
治安案件进行了集中回访，收集了大量
整改意见。集中回访有力地促进了该
局执法规范化建设。

（赵漓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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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包公湖大酒店

开封造纸网厂

杞县医药公司

开封士达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永康制药厂

开封市水暖器材厂

开封毛纺织总厂呢绒分厂

开封市天虹化工厂

开封市希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开封市副食品调味批发部

开封市牛羊肉经营公司

开封市锦星文体用品批零商店

兰考县饮食服务公司

河南省杞县第二化肥厂

开封市回族食品厂

开封市第二招待所

开封毛毯厂

开封市装饰器材厂

开封市第一食品厂

开封市煤炭总公司

开封啤酒厂

抵押贷款

杞县医药公司（抵押）

开封市第二玻璃厂、开封士达食

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抵押）

兰考县化工、开封印铁制罐实业

公司、开封兰滤清器有限责任公

司、开封滤清器制造厂

抵押贷款，信用贷款

开封毛纺织总厂、河南羊洋毛纺

织（集团）公司、开封协隆针织

制品有限公司

抵押贷款

开封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多种经营

办公室

开封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

开封市牛羊肉经营公司（抵押）

开封市京古斋书画用品店

河南省君利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杞县物资总公司、河南省

杞县工业生产资料公司、杞县供

电局，开封市金属线材厂

开封市第一招待所

开封市毛巾被单厂、开封市针织

内衣厂

开封市磁性材料厂、开封市宏大

装饰公司、开封钢厂

开封市燃料总公司

开封麦芽厂、开封第二玻璃厂、

开封造纸网厂、开封搪瓷厂、

河南省开封火柴厂

2,718.50

1,216.00

293.00

230.00

200.00

119.30

409.31

173.00

204.00

275.00

64.00

14.00

47.00

1,380.00

142.22

204.70

268.15

106.60

118.50

1,294.00

1,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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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食品贸易公司

开封毛纺织总厂珍你思制衣厂

兰考县自来水公司

开封市美术包装装潢总厂

开封相国寺商场

开封市文化用品公司体育乐器商

场（开封市文化用品总公司乐器

体育商场，开封市大新体育专营

店）

开封市西关面粉厂

开封市油漆厂

开封东京酒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红旗化工厂

河南万国集团开封有限公司

兰考县运输公司

开封工业电炉厂

开封市树脂厂

开封挂面厂（开封市挂面厂）

河南开封火柴厂

开封市百货公司永红百货商场

开封市棉织工贸公司（开封棉织

工贸有限公司、开封第二棉织厂）

开封物资集团公司

开封市第三粮油食品厂

开封市第一印刷厂

开封丝织印染厂

开封中科印务有限公司

兰考县商贸供销社

开封市食品总公司（抵押）

开封毛纺织总厂、河南羊洋毛纺

织（集团）公司

开封市汽车部件总厂、开封市轻

工业物资总公司

开封模范商场（集团）公司

开封市京古斋书画用品店

信用贷款

开封燃料化工厂、开封化学试剂

总厂、开封化三工厂

河南省开封酒厂、开封宏达拨叉

集团有限公司、开封花生集团公

司

河南万国集团开封有限公司

开封量具厂刃具厂（开封量具厂刃

具厂）、开封市黄河消防器材厂

开封开化（集团）有限公司

信用贷款

开封造纸网厂

开封市百货公司

抵押贷款

开封市第一印刷厂（抵押）、开

封造纸网厂

开封市毛纺织总厂

开封中科印务有限公司（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

20.80

472.60

16.00

271.50

341.82

29.00

400.00

217.20

377.06

130.00

596.00

5.00

157.99

414.50

300.90

437.90

167.30

194.00

305.60

189.70

345.61

686.95

38.0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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