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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公安局

巧用自媒体平台
不到一天抓获嫌疑人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可
公安类自媒体都能发挥哪些作
用？普法宣传、便民服务，还能抓嫌疑
人。近日，平顶山市公安局利用自媒体
平台发布了一则悬赏通告后，不到一天
时间就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7 月 22 日晚，平顶山市新华区十一
矿东小区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嫌疑
人于某作案后潜逃。案件发生后，平顶
山市公安局紧急启动重特大案件快速
反应机制，全市公安机关连夜封城、设
卡盘查，围捕嫌疑人。不少网民通过微
信群、朋友圈转发了嫌疑人作案后潜逃
的消息，
案件信息快速传播起来。
平顶山市公安局利用多个自媒体
平台发布悬赏通告，并动员全市公安自
媒体平台和新闻记者发布信息，同时动
员群众提供线索，
积极举报。
7 月23日下午4时许，
经过参战民警

20 小时艰苦奋战，
犯罪嫌疑人于某在宝
丰闹店落网。平顶山市公安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
“平安平顶山”
于当日下午5时许发
布《快讯：
人抓到了！
》一文。文章发出后，
不到24小时内点击量超过5万，
及时制止
了不良信息传播，
消除了市民恐慌情绪。
其实，半年前，平顶山市公安局就
利用微信平台发布过悬赏通告，并成功
抓获嫌疑人。
2018 年 12 月初，
平顶山市湛河区和
鲁山县城关镇接连发生两起命案，两名
犯罪嫌疑人潜逃。为了稳定市民情绪，
尽早将在逃人员缉拿归案，
“ 平安平顶
山”和平顶山市其他公安微信平台联
动，密集发布悬赏通告。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9 年 1 月 8 日，各平台共发布
32 条悬赏信息，点击量超过 200 万人
次。消息发出后，众多媒体纷纷报道，

省公安厅微信公众号“平安中原”及省
内其他省辖市公安局微信平台纷纷接
力转发。不久，一名嫌疑人就被群众认
出并举报，
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多年来，平顶山市公安局立足服务
党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高
频次、精准宣传的优势，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 反虚假信息诈骗”
“ 打击盗抢
骗”
“云剑行动”
“打拐行动”
等相结合，
坚
持服务实战化的工作理念，打造具有平
顶山特色的新媒体名片。
“平安平顶山”
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开通至今，经过 5 年
的精心运营，目前已发布信息 998 期、
3219 条信息，吸引粉丝近 10 万人，年均
阅读量超过 220 万人次，
169 篇文章点击
量超万，其中 6 篇点击量超过 10 万，在
引导警情舆论、服务群众、树立公安形
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日，
扶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党支部书记王东红带领党员民警
深入一线排查风险隐患。在扶台
加油站，
民警们分工合作，
排查了
加油站内的安全隐患，
确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大庆期间治安稳定。
李丽君 摄影报道

公

告

河南海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普罗旺世分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慧敏诉你公司拖欠工资
及社会保险争议一案(金劳人仲案字[2019]
第 166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
本、申请人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另此案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委仲裁庭(郑州市
金水区卫生路 39号附 1号 305室)开庭审理此
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公

告

洛阳洛轴大成轴承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根据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
的《洛阳洛轴大成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
管理人现对破产财产实施分配。
洛阳洛轴大成轴承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
施一次性分配，
本次分配为最终分配，
确定分
配总额为 920000（未扣除税款）。其中：
第一
顺序职工债权分配总额 597309.84 元；第二
顺序社会保险费和税收债权分配总额零元；
第三顺序普通债权分配总额零元。
特此公告。
洛阳洛轴大成轴承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 年 3 月 20 日

宝丰县公安局

擦亮窗口 为民服务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吕灿涛）户政窗口是公
安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
带”，窗口工作质量、人员服务态度直接
影响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印
象。今年以来，宝丰县公安局户政科在
宝丰县公安局党委的领导下，按照省公
安厅及平顶山市公安局的部署和相关
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户政管理工
作，加强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和素质管
理，
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规范管理 提高服务群众水平
宝丰县公安局户政科立足工作职
能，不断强化为民意识，进一步提高服
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该科加强户籍
管理规范化工作，规范户籍管理制度，
加强队伍素质管理，制定《2019 年户政
管理工作网上考核办法》和《2019 年户
政管理工作实地考核办法》；不定期对
派出所户籍窗口开展明察暗访，抽查户
籍档案材料，加强对全县各派出所户籍
室的检查和指导工作；坚持“谁审批，谁
负责”的原则，实行户籍民警责任倒查
追究终身制，切实堵塞违规办理户口的

漏洞；认真做好人像对比清理工作，深
入开展户口清理、规范管理居住证登记
等工作；坚持“依法办事，热情服务，团
结协作，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践行
“绝不让群众跑第二趟”
的服务承诺。
为了帮助群众尽快办理好各种业
务，该科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
坚持提早 10 分钟上岗，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保证准时开门办证，并推迟下班
时间，推行延迟服务；对手续不全的办
事群众发送告知通知单，对群众所缺手
续进行书面告知，确保群众不跑冤枉
路；对于不符合条件或不具备受理条件
的群众，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让群
众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同时，该科始终紧扣为民服务主
题，以优化户政窗口服务工作和便民服
务措施为指引，通过引进先进的户籍设
备“移动户籍室——X6 一体箱”推行
“出诊式”爱心服务，切实解决孤寡老
人、长期卧床病人、行动不便的群众和
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使群
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户籍以及居住证
类业务；开展户政窗口“三心”
（真心、细
心、贴心）服务活动，推行户政“六项服

务宗旨”；全面深化“互联网+公安政务
服务”工作模式，积极引入科技便民服
务，户政窗口在平顶山市县区中率先推
出“二维码”扫码支付业务；实现证照费
用交款方式灵活多样，
与时代接轨，
进一
步方便群众。

便民服务 真正实现为民利民
今年 2 月，宝丰县公安局户政科负
责人程军燕与周庄派出所民警李阿丽
不惧严寒，前往辖区贫困户家中，为他
们送去过冬的棉被、棉衣、棉鞋以及大
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一名贫困老人
看到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说：
“多亏了
你们这些扶贫好干部，让我对未来生活
充满信心。”户政科民警用真诚的行动，
温暖的话语温暖了群众的心。
这是宝丰县公安局户政科积极开展
各类便民服务活动，
将为民、
便民、
利民的
服务宗旨落实到群众中去的一个缩影。
为增强辖区学生的法治意识、安全
意识，该科经常组织民警走进校园、走
近学生，义务开展法治安全、户籍小常
识宣传教育活动。各类活动丰富了孩
子们的安全知识，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

范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
安全环境。
宝丰县公安局户政党支部成立的
户政窗口志愿服务队组织各派出所户
籍民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户政民警
们身穿红色志愿服务服、头戴红色志愿
帽，为群众打扫卫生、讲解户籍业务办
理流程、提供送证上门服务，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
为给群众尽可能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今年高考期间，宝丰县公安局户
政科立足工作实际，发扬履职奉献、热
情服务的工作精神，全窗口户籍民警全
天在岗在位，保持电话畅通，开通绿色
通道，开展爱心护考、服务接力，为广大
考生送上最贴心的服务，将真情凝结成
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礼物。在高考期间，
户籍民警为高考学子办理临时身份证
一张，出具户籍证明 3 份，服务高考学
子数百名。
“在今后的工作中，户政科全体户
籍民警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以优质
服务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从我们这里，建立起一座和谐
警民关系的桥梁。
”程军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