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浚县交警走进幼儿园
普及“一老一小”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汪春）为深入推进“一盔一
带”安全守护行动，切实增强“一老一
小”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6月 24日上
午，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崔瑞雪在
端午节放假前夕，走进浚县小熊之家幼
儿园，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一盔一带”交
通安全知识课。此次活动旨在从小培
养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积极发挥校
园“小手拉大手”的作用，深入推进全县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顺利开展。
课堂上，崔瑞雪从“一盔一带”几个

字开始，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起
“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头盔是干
什么用的？”“头盔怎样佩戴？”“安全带
是干什么用的？”“儿童乘车必须有儿童
专用座椅。”……崔警官一边生动讲解，
一边不断向孩子们提问，并给孩子们现
场演示头盔、安全带的正确使用方法。
孩子们踊跃回答问题，积极参与互动。

这堂“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课，
对培养和提高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
良好习惯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广大师
生、幼儿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节假日开展“一盔一带”活动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汪春）为深入推进全市“一盔
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切实增强社会群
众交通安全意识，鹤壁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民警、辅警放弃端午节假期，在
城区华夏南路与淮河路交叉口、鹤煤大

道与兴鹤大街交叉口、嵩山路与黄河
路交叉口、兴鹤大街与淇滨大道交叉
口、兴鹤大街与黄河路交叉口、淇滨大
道与嵩山路交叉口、鹤煤大道与嵩山
路交叉口、华夏南路与鹤煤大道交叉口
等主要路口设置8处执勤岗点，利用摆
放展板、悬挂标语、发放彩页、播放录
音、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对部分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头盔，汽车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违规
行为，通过让骑乘人员抄写、转发交通
安全知识、法律法规，协助执勤，现场处
罚等形式，大力开展“一盔一带”集中宣
传教育活动。据不完全统计，3 天假
期，该支队共出动警力 320 多人次，处
罚 288人，登记教育 6671人，转发朋友
圈351人，协助执勤332人次，营造了浓
厚的社会氛围，推进了行动深入开展。

鹤壁交警
推进“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汪春）为切实加强新时代公
安交警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交警系统执
法规范化水平，6 月份以来，鹤壁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按照上级公安交管
机关部署要求，紧密结合队伍建设实
际，在全市交警系统加快推进“纪律作
风深化年”活动。

该支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
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取得实
效；切实整治解决有关问题，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关切，积极创新长效机制，不
断深化执法规范化能力建设；切实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为新
时代公安交管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2020 年，该支队在全市交警系统
再掀“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高潮，进一
步深化党建引领、队伍建设、能力提升、
专项整治、标本兼治、督导检查等方面
工作，重点查找解决主体责任落实、队
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执法不
规范、执法能力不足、损害群众利益等
问题，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
作，确保圆满完成动员部署、自查自纠、
专项整治、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等各阶
段工作任务。
车管所民警特色服务温暖古稀老人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李杰
通讯员汪春）两位古稀老人辗转代儿办
理驾驶证业务，车管所民警为其提供无微
不至的特色服务，温暖了两位古稀老人。

6月23日12时，鹤壁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车管所业务大厅民警许蕾像
往常一样查看大厅办事群众是否全部办
结有关业务。这时，她发现等候区还有
两位老人，遂上前了解情况。许蕾经过
与两位老人交流，了解到他俩均已是古
稀之年，因为儿子被判刑入狱无法正常
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便从鹤壁市山城
区几经换乘公交车来到车管所帮助儿子
办理驾驶证延期换证业务。针对这一情
况，车管所为老人提供延时服务。许蕾
耐心为老人讲解有关事项，提供暖心服
务。按照业务流程，工作人员热心帮助
老人办结业务。此时已是午餐时间，许
蕾在车管所职工餐厅为两位老人领取了

免费午餐。考虑到两位老人行动不便，
车管所远离市区，随后，车管所民警安排
警车将两位老人送至回家的公交站点。
车管所民警这一暖心举动，赢得了两位
老人和办事群众的一致称赞。

专项整治夏季国省道交通秩序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实施国省道交

通安全文明示范公路创建活动，全力预
防和避免道路交通事故，鹤壁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按照上级公安交管机关
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决定从
6月 1日至 8月 31日，在全市组织开展
为期 3 个月的夏季国省道交通秩序专
项整治行动。该支队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细化方案措施，营造浓厚氛围，确保
取得实效。

进入 5月份以来，该支队加强分析
研判，科学谋划部署，决定在全市组织
开展夏季国省道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
动：一是整治重点车辆：货车、面包车、
农村客运班车；二是整治重点违法：货
车超载、疲劳驾驶、违法载人、面包车和
农村客运班车超员载客，汽车超速行
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三是整治重点
时段，5时至 8时、17时至 21时；四是整
治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通行集中、事故
多发、易拥堵的国省道路段和国省道沿
线货运场站、施工工地等周边路段以及
城乡接合部、穿村过镇路段。

在行动中，该支队积极采取措施，
做到有的放矢，联合有关部门，加强源
头管理，实行路面管控，严查交通违法
行为。 （汪春）

权延周，男，汉族，1982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一级警司警
衔，现任南阳市公安局青华派出所治
安管理大队二级警长。

从警 12年来，权延周勤勤恳恳，
锐意进取，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始终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治
安管理和社区警务等方面工作突出。

在工作中，为了方便服务群众，
权延周以脚板加科技为手段，深入辖
区走访。以“一标三实”工作为依
托，权延周带领辅警采集标准地址
15300 余条，录入实有房屋 15300 余
间，录入实有人口 42400 余人；为群
众提供法律政策咨询300余人次，接
到群众表扬100余次，成为辖区人民
群众的贴心人。

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每接一次警，每接待一名群
众，权延周都做到严格规范，坚持精
益求精，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确
保纪律严明，作风过硬。

2019 年 7 月 29 日，权延周在开
展“走村（社区）入户进店访企（校
园）”专项行动途中，行至陆营镇利民
路时发现一名老太太晕倒在地。他
立即下车将其扶至阴凉处进行救助，
并拨打 120 电话。通过多方查询证
实老太太来历后，他立即通过村干部
联系其家属到场。经了解，老太太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权延周嘱咐其家属
多加照顾，家属对其关心和帮助表示
非常感谢。 （郭 琨）

本报讯 日前，西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城区中队新喜盈门交通岗班长
张东方等交警，将一面写着“诚信赢天
下”的崭新锦匾送到西平县新喜盈门
生活广场店长汪艳亭等人手中，向新
喜盈门生活广场对交警工作的理解、
支持和配合表示感谢。汪艳亭对交警
关注民生献爱心、共建和谐服务商家
的情怀和无私帮助表示由衷感谢。

西平县新喜盈门生活广场地处县
城交通要道和繁华地段，人流车流大，
平时交通紧张繁忙，加上广场地下停
车场设计存在缺陷（进出只有一个
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张东方出任
新喜盈门交通岗班长以来，不等不靠，
积极主动，不知疲倦地带领交警们做
好日常值班执勤、指挥车辆、疏导交通
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确保
了新喜盈门交通岗的文明和谐、安全
畅通。工作中，交警们还协调新喜盈
门生活广场领导，对门店员工进行交
通安全知识教育和培训，教育员工养
成良好的交通参与习惯，规范停车和
出行行为，珍爱生命，远离交通违法，
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新喜盈门生活广场一贯秉承商品
质优价廉、服务热情周到的诚信经营
理念，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誉和
青睐，虽然整日顾客盈门，但广场门前
交通秩序井然，从未发生过长时间交
通拥堵现象。 （于廷见）

本报讯 三门峡市公安局
东城分局以“云剑行动”和“金
盾2号冲刺战”为载体，紧盯治
安风险，严厉打击辖区突出违
法犯罪。6月16日，该分局案
件侦办大队民警快速反应、周
密布控、果断处置，成功将在
逃盗窃犯罪嫌疑人丁某抓获，
取得了“云剑行动”又一胜利。

2018 年 8 月，丁某窜至
三门峡市湖滨区某小区，采
用技术开锁方式连续打开多
家地下室，盗窃价值 10 万余
元的白酒及米面油等物品，
随后将所盗赃物全部变卖并
逃逸，被该分局上网追逃。

“云剑行动”开展以来，
特别是“金盾 2号冲刺战”打
响后，该分局按照上级公安
机关的统一部署，强力展开
追逃工作。在调查走访过程
中，有群众向民警反映曾看
到一名疑似丁某的人在市区

出现，侦查人员立即加大对
丁某的排查走访力度。该分
局禁毒大队负责人翟辉与二
中队中队长荆辉通过对排查
走访情况的分析研判，发现
丁某可能在某小区活动的线
索，立即向主要领导汇报，展
开布控。

民警经调查发现丁某曾
有服刑前科，反侦查意识很
强，行踪诡秘，且较少外出，
加上其所在小区流动人口较
多，人员结构复杂，抓捕难度
大。为防止嫌疑人逃脱，翟
辉、荆辉带领侦查员巧妙伪
装，接力蹲点。6 月 16 日上
午，三门峡市区下起大雨，在
模糊的视线中，蹲守人员终
于看到狡猾的丁某戴着口罩
从小区一巷道内准备外出。
侦查人员火速围堵，在楼道
内将丁某抓获。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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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延周：

扎根基层解民忧

尽职尽责护平安
贴心服务暖民心

西平交警

立足职能服务民生
三门峡警方

接力蹲点 抓获在逃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