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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公安
“百日行动”
一线直击

党建引领 提升能力强队伍
本报讯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平顶山市
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紧扣安保维
稳主题主线，突出党建引领、突出
能力提升、突出队伍建设，处突能
力和社会面防控水平不断强化，
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作出积
极贡献。
突出党建引领，永葆政治本
色。特殊警务支队党委中心组每
周开展一次理论学习，
带长民警带
头学、主动学，全体党员民警自主

学、深入学，铸造忠诚警魂；制订
“百日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党
委、党支部、党员“三位一体”责任
落实体系；建立完善党建工作机
制，
守好
“百日行动”
工作主阵地。
突出能力提升，擦亮业务底
色。该支队坚持晨练夜学强基，
增
加训练频次和强度；开展“红蓝对
抗”，先后组织演练 15 次，取得明
显效果；科学巡控增效，将巡逻线
路和巡逻警力重新整合，
全市特巡
警社会面巡逻防控累计投入警力

老人疑似走失，孤身一人在路边
徘徊。
民警立即赶到村民所述位
置，将老人接到派出所，并为老人
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老人年龄
较大，意识有些模糊，无法说出家
庭住址。民警将老人照片发至
“民声微信群”，以求尽快确定老
人身份。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

舞钢市 发挥派驻优势 助推养老事业发展
本报讯“新修人行道，道
路两边又重新绿化，也建起了
活动广场，增加了健身器材，
如今我们这些老人是生活在
福窝里，吃得好、玩得好。”近
日，舞钢市万福健康养老中心
的老人侯文杰在健身器材上
边健身边高兴地对回访的舞
钢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政法
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连娟说。
今年以来，该纪检监察组
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成立督查
组紧盯养老服务建设工作，扎
实推进养老服务专项整治行

动，做好养老专项资金、高龄
津贴使用发放的监督监管，推
动养老服务事业协调发展，保
证全市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督查组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养老场所环境差、无健身场
地等问题，遂督促市民政局制
订具体方案，以发掘市域得天
独厚的山水、气候、文旅、饮食
等资源优势，赋能传统养老产
业转型升级，支持龙头康养机
构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构
建“医—养—社—家”全链式
智慧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打造

毗邻地区“银发经济”
高地。
截至目前，舞钢市已建成
健康养生基地两处、特色康养
医养服务中心 6 处、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 29 处、农村幸福院
56 处，县、乡、村三级全覆盖的
特色康养服务网络已初显成
效。
（徐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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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公安
局特殊警务支队以全警实战大练兵为
主线，深入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持续推进队伍高质量发展，聚焦实
战练精兵，
夯基提质强本领。
该支队坚持政治建警，以党建融
合队建，用党旗引领战旗，积极打造特
色党建品牌，以文化“软实力”增强队
伍战斗力。坚持实战练兵，提能力锻
作风，按照“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来训练的要求，重点提升实战化突
击力量。本着“一切面向实战，一切为
了实战”的理念，该支队通过开展模拟
演练，使队伍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大
幅提升，在全面训练的基础上，进行有
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专
业技战术能手。
与此同时，该支队不断优化巡防
机制，探索“预防警务”机制，强化风险
管控。
（魏增明）

1.9 万人次，
办理案件 120 余起。
突出队伍建设，捍卫廉洁成
色。该支队坚持正向激励与警
示教育相结合，定期组织民警辅
警学习英雄模范先进事迹，发挥
典型人物示范效应，不间断开展
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坚持
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在
坚持从严治警的同时爱敬暖警，
畅通民警医疗“绿色通道”，推行
强 制 休 息 制 度 ，民 警 休 假 率 达
90%以上。
（魏增明）

力 ，民 警 终 于 确 定 了 老 人 的 身
份。没多久，老人家属赶到派出
所将老人顺利接回家中。
经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因家中忙于装修，子女没有
注意到老人独自外出，导致老人
走丢。民警再三叮嘱其子女，一
定要看管照顾好老人。
（窦晓瑞 陈倩 王红岩）

法治综合

实战大练兵不松懈

八旬老人走失 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讯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亮剑攻坚“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内黄县公安局石盘屯派出所在努
力营造安全稳定治安环境的同
时，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 动 ，用 心 用 情 为 群 众 排 忧 解
难。9 月 10 日 12 时许，石盘屯派
出所值班民警在出警回所时，一
名村民前来求助称，一位 80 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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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电诈宣传不间断
本报讯 为不让诈骗犯罪分子有机
可乘，真正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内
黄县公安局石盘屯派出所立足本职，
忠诚履职，多措并举，在辖区内大力开
展防电信诈骗宣传工作，增强群众反
诈意识。
石盘屯派出所充分利用各村党支部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契机，组织民警辅
警联合各村干部，
汇聚合力，
做好宣传普
法，工作目标“零发案”，积极创建“平安
法治之星”，调动各村反诈积极性；充分
利用各村的“民声微信群”，及时把电信
诈骗真实案例转发至群内，
以案释法，
让
群众时刻谨记电信诈骗就在身边，防范
电信诈骗意识时刻不能放松。
该所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为契机，组织民警辅警入村走访、逐
村“喊喇叭”、夜间巡逻、播放反诈录音
等，不间断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工作，
使反电信诈骗宣传融入辖区群众
的各项生活，努力营造“人人知反
诈，
人人懂反诈”
的良好氛围。
（窦晓瑞 陈倩）

“体彩追梦人”河南表彰活动在南阳举行

2022 年 9 月 22 日，逐梦新征程，奋
斗创未来——“体彩追梦人”
（河南省）
宣传展示活动在南阳举行。活动表彰
了我省获得“2021 体彩追梦人”荣誉称
号 和 提 名 奖 的 获 奖 人 ，集 中 展 示 了
2019 年、2020 年“体彩追梦人”的先进
事迹。
据了解，
“体彩追梦人”活动由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起，主旨
是为了表彰全国体彩行业优秀代表，发
挥典型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引导
全国体彩系统增强使命担当、不断奋发

进取。活动自 2019 年以来，已举办 3
届，成为一项具有体彩特色的品牌活
动。截至目前，全国共推选出 105 位
“体彩追梦人”，超 200 人获得“体彩追
梦人”提名奖。河南省 5 人荣获“体彩
追梦人”称号，7 人（9 人次）获提名奖，
其中，陈凯、谈政荣获“2021 体彩追梦
人”称号，
张华、王磊荣获提名奖。
谈政是一名郑州体彩代销者。据了
解，谈政在公益善举方面表现突出。在
从事体彩行业的 15 年里，
他在体彩实体
店践行责任彩票理念，倡导“理性购彩，
快乐投注”的投注方式；他热衷公益，在
2008 年汶川地震、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来袭、2021 年郑州抗洪救灾期间，加入

多个公益组织，用公益善举践行了河南
体彩人的责任担当。
南阳体彩代销者陈凯面对巨额大
奖毫不动摇，3 次电话告知购彩者中奖
情况，坚持不懈地将 3761 万元中奖彩
票完好无损地交还给购彩者。
王磊和张华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
在场的观众。河南体彩新乡分中心副
主任王磊在 2021 年 7 月新乡抗洪救灾
期间，连续 5 天 5 夜在新乡分中心值守，
提供抗洪志愿服务，彰显了爱岗敬业精
神；信阳体彩销售员张华行走体彩道路
20 余载，坚持“传帮带”，当好体彩“引
路人”
……
这些河南“体彩追梦人”的故事催

人奋进、令人感动，为河南体彩系统的
广大工作者树立了标杆。活动现场全
程直播，让更多人共同见证了河南“体
彩追梦人”
的奋斗身影和筑梦力量。
据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
王海新介绍，此次活动展示了我省体彩
人的精神风貌，激励了全省体彩人在建
设体育河南和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征
程上贡献力量。
2022 年是中国电脑型体育彩票河
南上市发行 22 周年。22 年来，河南体
彩累计销售 1500 多亿元，筹集体彩公
益金超过 390 亿元，在助力体育河南建
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郭志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