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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郑州市公安局
管城分局十八里河派出所深挖各
类线索，连续抓获 3 名外省在逃人
员，为“百日行动”追逃工作添上了
精彩一笔。

该所民警刘猛康在研判比对
在逃人员信息时发现，一名女子的
外貌与山西省翼城县公安局 2021
年 7 月上网追逃的李某某非常相
似。刘猛康立即带领辅警，前往中
牟县府前街附近开展走访调查，调
取了嫌疑人出现地点周边的公共
视频，沿途走访了 20 余家商铺人
员，终于获得了嫌疑人和同行人员
的照片和行进方向。获取数据信
息后，民警连夜研判比对，确定嫌
疑人曾出入中牟县某小区。刘猛
康第二次赶到中牟县，锁定了嫌疑
人的具体居住地址，经过蹲守，成

功将嫌疑人抓获。面对民警的盘
问，嫌疑人自称名叫谷某，但无法
提供身份证号码。民警核实信息
后，发现对方提供的是虚假信息。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最终承认自己
就是在逃人员李某某。9 月 3 日，
民警将该李某某移交山西省翼城
县公安机关。

9 月 13 日，刘猛康在持续研判
对比中，发现一名男子疑似在逃人
员。该男子外貌特征与山东省潍
坊市公安局网上追逃的苗某非常
相似。经联系山东警方，刘猛康得
到了苗某的清晰证件照片，发现苗
某 左 侧 额 头 处 有 一 个 清 晰 的 伤
疤。经过调取比对嫌疑人的 10 余
张视频截图，刘猛康隐约看到其左
侧额头同一位置也有一条伤疤，这
坚定了他的信心。刘猛康连夜加
速研判，发现嫌疑人经常于 17 时左

右在郑州市某地铁站乘坐地铁。
遗憾的是，民警多次在地铁站口蹲
守，却没有发现嫌疑人。刘猛康转
变思路，根据地铁站周边的公共视
频进行追踪，发现嫌疑人曾出入附
近的某处公寓。刘猛康带领辅警
张永启实时蹲守，终于在 9 月 15 日
早上，将嫌疑人抓获。经核实，嫌
疑人确为在逃人员苗某。

9 月 13 日，该所民警姚世伟经
过分析研判线索，发现在逃人员张
某 某 在 郑 州 市 惠 济 区 有 活 动 轨
迹。民警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获取
了张某某的行踪。该所周密部署，
一路民警继续进行视频追踪，一路
民警在张某某家附近蹲守。最终，
民警发现张某某在某广场附近活
动。经过 5 个小时的寻找，民警成
功将张某某抓获。

（贾鹏虎 赵亚涛 刘凤华）

本报讯 近年来，信阳市司法局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的战略部署，扎实落实司法部、省
司法厅“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部署
和安排，大力开展乡村法律服务和法
治乡村建设，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优
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建立健全更完备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截至目前，信阳市已建成市（县、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1 个、乡镇（街
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213 个、村
（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3337 个，实
现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全覆盖。
同时，该局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X”
业务模式内容由4项拓展至14项，实现
了群众“只进一扇门，办理公法服务所
有事”。“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与市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运行后，座席数
由 4 个增加至 6 个，排队放弃率由 10%
降低至不足1%，共解答来电咨询4万余
通，来电咨询量年均增加160%。

持续开展法律援助惠民生系列活
动。信阳市司法局依托每月 18 日村
（居）法律顾问集中宣传日活动，将法律
援助咨询点搬至田间地头、法治广场，
零距离为村民提供便捷法律援助服务、
普及法律知识，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支
持。该局建立农民工讨薪仲裁与法律
援助对接机制，全市 11 家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均设立法援工作站，办理转交
案件 74 件；将农村“三留守”人员等老
弱病残群体纳入免审经济困难状况范
围，持续推动便民利民；组织开展涉农
法律援助法专项宣传活动 20 余场次，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3000 余份，办理各
类涉农法律援助案件1000余件。

深入优化公法服务研判机制。该
局定期召开研判例会，综合分析研判
各值班窗口、“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接待咨询情况，将有可能调解的案
件线索 100%导入调解程序，达到以最
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最高的效
率，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为助力平安河南建设，该局建立
重大敏感事项报告制度，目前，共组织
召开分析研判会 90 余场次，研判矛盾
纠纷线索500余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安
全稳定。 （王强）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郭洋洋 徐艺铭）自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鹤壁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围绕
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安排部署，紧盯
夏季社会治安规律特点和犯罪走
势，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严密
重点部位防范，最大限度屯警街面，
动态守护，严查风险隐患，严打违法
犯罪，全面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持续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和“眼睛瞪得大大”的
敏锐性，全天候硬核守护，给予人民
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

聚焦显性用警，优化布局全覆
盖。该支队严格落实屯警街面、动
中备勤等“四项机制”和“1、3、5 分
钟”快速响应机制，强化“见警察、见
警灯、见警车”措施，采取“点、线、
面”“徒步巡逻+驾车巡逻+携犬巡
逻”巡防方式，加强对重点部位、重
点路段和重要时段的巡逻防控，重
点加大对夜市、酒吧、烧烤摊集中区
域的巡逻力度，科学设置必巡线、必

到点。为将巡控工作落实到“最后
一米”，该支队延伸巡逻触角、延长
巡逻时间，尤其是在周五、周六及节
假日期间，将巡逻时间延长至凌晨
两点，切实做到了“白天见警察，晚
上见警灯”，真正为人间“烟火气”装
好“安全阀”。

聚焦服务群众，人民至上显初
心。“百日行动”开展期间，该支队紧
扣为民服务宗旨，强化快反处突，化
解矛盾纠纷、救助群众20余次，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铮铮誓言。7月18日，该支队快速处
置金山路某小区门口发生的一起交
通事故，救助伤员，维持秩序，固定
证据，规范移交。8 月 13 日凌晨，该
支队爱之城巡逻组夜巡时，接到一
起盗窃警情求助。民警了解情况，
快速追踪，协同配合，最终联合鹤壁
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金山派出所，
在南水北调大桥上成功拦截 4 名犯
罪嫌疑人。9 月 2 日，该支队火车站
执勤组在巡逻中发现一起交通事
故，事故人员因面部着地，双膝、头

部擦伤严重。执勤组民警迅速控制
现场，配合 120 救助事故人员，防止
了二次事故发生。

聚焦声势氛围，宣传报道有温
度。为进一步营造浓厚的“百日行
动”宣传氛围，该支队多措并举，在
巡逻期间，采取喇叭喊话、发放宣传
单、“面对面”教育等方式，在夜市、
酒吧、地摊经济集中区域以及人员
密集区广泛开展宣传，用实际行动
倾听群众呼声，竭尽全力解决群众
难题。“警民心连心、群众更安心。”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该支队将镜
头和笔尖对准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
中统一行动，充分运用图片、文字、
短视频等，展示“百日行动”成效，作
品被《河南法制报》等采用，展现了
鹤壁特警的良好形象。

守一方安宁，护一城平安。鹤
壁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将全力以
赴，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和昂
扬的士气斗志，以“一失万无”的忧
患意识和“万无一失”的工作态度，
全面推进“百日行动”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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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抓获3名在逃人员

鹤壁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三个聚焦”推进“百日行动”
信阳市司法局

优化法律服务
助推乡村振兴

守一城安宁 护一方平安

连日来，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
局科学部署警力，在重点部位提升
巡逻密度和巡逻频度，确保巡防工
作不留死角。图为9 月19 日，该分
局中华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万达广
场开展巡逻防控。 河南法制报记
者 朱广亚通讯员 冯永华 摄影报道

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
十八里河派出所

本报开封讯 今年以来，开封市祥符
区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持全链
条精准打击，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及关
联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
会秩序稳定。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主体。该院
要求干警“要作为、敢作为、真作为”，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的高发蔓延势头。

提升能力素质，提高办案水平。该院
组织干警参加培训，将相关法律、司法解
释等学懂悟透，把握精髓，坚持精准分析，
确保打击质量和效果。

发挥审判职能，提升办案质效。该院
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采取庭审直播方式公开司法过程，严把事
实关、证据关，着力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

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该院
加强与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
畅通犯罪线索、案件的移送渠道，多方合
作、协同推进，形成打击合力。

加强法治宣传，增强防范意识。该院
通过开展送法进农村等活动，向易受骗群
体揭露电信诈骗犯罪手段、惯用方法以及
危害性，切实提高辖区群众的防骗能力。

据介绍，下一步，该院将继续以人民为
中心，公正司法，坚持依法从严方针，坚决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守
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为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祥符、法治祥符作贡献。（李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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