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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流浪人员
本报讯近日，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巡

特警大队民警唐继坡、李平军和辅警杨杰、赵
永在经开广场发现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子。

民警在盘查中了解到，该男子因生活
所迫从老家辗转多地来到郑州打工，因老
板不给工钱，随身物品又全部丢失，现已身
无分文，只能到处流浪。

民警了解情况后，热心为其提供了饮
料及泡面等食物。随后，警方联系相关部
门对其进行救助。 （邢静）

闻警而动 救助群众
本报讯 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巡特

警大队闻警而动，及时救助一名欲跳湖轻
生女子。

经了解，女子叫熊某兰，被同居男友殴
打致头部受伤。熊某兰老家在贵州，本来
家人就不同意他和男友谈恋爱，这次不但
被男友殴打，还没钱看病，觉得自己孤独无
依，心灰意冷，便起了自杀的念头。

民警耐心开导熊某兰，告知其如何依
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过开导后，熊
某兰打消了轻生念头。民警将此事移交潮
河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邢 静）

联合打造平安校园
本报讯 近日，荥阳市公安局特巡警大

队与京师幼儿园联合开展防暴处突应急
演练。演练过程中，一名男子手持木棍企
图闯入校园，很快被配合有序的学校领
导、学校保安和民警现场制伏。此次演
练，提高了警校联动应对突发事件的处
置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
坚实基础。 （刘贇）

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传承和发扬中国共产

党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红色精神，荥阳
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开展了以“书香促进
工作、健身带来快乐、畅享美好生活”为主
题的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其中包括
趣味体育比赛，营造了浓厚的健身与阅读
氛围。 （刘 贇）

快速处置交通事故
本报讯 近日，林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

队三中队民警巡逻时遇到一起交通事故，
受伤男子倒在马路中央。巡逻民警立即下
车上前救助，确认伤情无大碍后，将男子搀
扶到路边安全区域。在民警的调解下，事
故双方积极处理问题，并达成协商意见。

（杨会兵）
路遇危难 特巡警出手相助

本报讯 近日，林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
队一中队巡逻队员执勤时发现，一辆汽车
与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受
伤失去知觉。巡逻队员立即上前救治伤
员，联系120急救，并疏导交通，受到了现场
群众的一致好评。 （杨会兵）

上好“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连日来，洛阳市公安局偃师分

局交警大队组织“文明交通安全”宣传小分
队，深入辖区中小学送上道路交通安全“开
学第一课”。民警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普及
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孩子们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交通陋习，争当文
明交通实践者。 （白晓峰）

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
本报讯 连日来，洛阳市公安局偃师分

局交警大队持续开展酒醉驾夜间整治行
动，最大限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该
大队在交通流量大的重点路段、路口增加
警力，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
方式，严查酒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白晓峰）

本报讯为进一步提高窗口服务
水平，扎实推进作风大整顿活动，近
日，扶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中队
组织检查小组深入基层派出所，围绕
窗口服务开展督导检查，增强基层单
位和一线民警的窗口服务意识。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实地查看
了各派出所户籍业务办理、服务质

效、内务建设以及档案归档等情况，
与户籍民警、辅警就派出所户政业
务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同时，检查组再三叮嘱窗口民警要
将窗口服务工作与作风大整顿行动
结合起来；要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增
加为民服务意识，以扎实的业务基
础服务群众，做到见人有声、主动询

问、积极告知、一次办结；要加强档
案管理，各类档案的整理要规范、整
洁，电子档案要做实做细，确保百分
百上传，妥善保管每一份纸质档
案；要充分发挥“一站式”服务的优
势，真正把事办实、办好、办快，及时
解决群众诉求，切实提升辖区群众
的安全感、满意度。（史中涛）

本报讯 9 月 17 日，兰考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队员在兰考县兰
阳湖附近巡逻时，成功将一名投
湖轻生女子救回岸边。

当日上午，有群众报警称，在
兰阳湖有一名女子投湖轻生。巡
特警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安排正
在附近巡逻的振兴警务站和朝阳
警务站警力前往救援。巡特警队
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在湖
中不停地挣扎，情况十分危急，遂
迅速拿出随车配备的救生圈、救援

绳等工具，跳入湖中救出女子。上
岸后，巡特警队员经了解得知，该
女子与丈夫发生情感问题，一时想
不开才投湖轻生。随后，巡特警队
员耐心开导轻生女子，将女子稳妥
交给其家属后才放心离开。

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兰
考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部署 110
名警力、15辆警车、2辆防暴车，依
托 14 个街面警务站，全天候全覆
盖屯警街面，在医院、火车站、高
铁站、夜市、水域、学校等重点区

域扎实开展巡逻防控，全时空零
距离守护群众平安，提升110接警
快处能力，不断提高见警率、查控
率、管事率，排除群众身边的困难
与危险，震慑各类违法犯罪。目
前，巡特警大队受理群众求助 87
起，帮助群众 120 人次，抓获各类
犯罪人员 23 人，抓捕逃犯 15 人，
城区内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3.7%和 34.6%，大大提高了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郑冬梅）

今年 34 岁的
李振鹏现任浚县

公安局卫溪派出所
所长。在他的带领下，

该所严格按照上级公安
机关关于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安排部署要
求开展专项行动，出色地完

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
务，治安打击整治成效显著，赢

得辖区群众称赞。
李振鹏秉持群众生命健康高

于一切的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坚决
执行县局党委政府的决定。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李振鹏既是指挥员又
是战斗员，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发挥着“强心剂”和“定心丸”
的作用，带领同事完成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李振鹏
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对公安工作
的赤诚之心，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辛勤奉献，无怨无悔地履行着人民
警察的神圣职责。他紧盯不法分
子诈骗手法新变化，创新打击之策，

深挖细查，雷霆
出击。7 月 29 日晚
上，他带队在鹤壁市淇
滨区某小区连续摸排、蹲
守，最终成功抓获一名接
触性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李振
鹏先后荣立三等功1次，荣获嘉
奖 2次，2017年被评为鹤壁市公
安局“青年标兵”，2020年被评为鹤
壁市公安局社区警务能手，2021年
被评为鹤壁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
员、中共浚县县委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谢谢警察叔叔！”“太感
谢你们了，多亏你们帮我找回了女
儿！要不然我该怎么办呀！”超市门
口，母女两人连声向民警道谢。近日，
兰考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队员帮一
名与父母走散的女孩找到了妈妈。

近日，兰考县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副大队长王海波，在巡逻时发现
一名四五岁的女孩独自站在路
边。民警了解得知，女孩的母亲
让其在超市门前等她，自己去取
快递，但女孩等了一会儿，便沿着

路去找妈妈，结果不但没有找到
妈妈，自己还迷了路。考虑到孩
子的母亲有可能已经返回到超市
门口，王海波赶紧带着女孩驱车
前往超市。

在超市门口，正在焦急寻找
孩子的母亲看到女儿从警车上下
来，赶忙迎了上去，紧紧抱住女
孩，不停地向王海波道谢。看到
母女团聚，王海波倍感欣慰，并再
三嘱咐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一定
要细心看护，不能让孩子离开自

己的视线，避免因疏忽大意发生
意外，后悔莫及。

民有所需，警有所为。自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兰考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始终
践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的工作理念，扎实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用心用情
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小事中不断提
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郑冬梅)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巡特警应
急处突、快速反应的实战能力水
平，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深入开展，9月15日，濮阳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
警大队在辖区黄河路西段濮阳职
业技术学院门前，开展突发警情
处置演练。

此次演练设定警情为有人

到校蓄意持刀伤人。根据演练
要求，学校保卫人员先报警，110
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巡特警大队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

“1、3、5 分钟”快速反应机制，迅
速集结警力携带相关装备赶到
现场。巡特警队员拉起警戒线
进行外围警戒，疏散围观群众，
利用防暴叉、防暴盾牌等警械合

力将持刀男子制伏，移交该局刑
侦大队。随后，该局刑侦大队技
术人员按照现场勘查规范进行
勘查。

演练指挥有力、分工明确、
处置迅速得当，有效检验了该
大队应急处置能力和警务实战
水平。

（冯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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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警情处置演练

开展窗口督导检查

民警李振鹏 所里的“定心丸”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尚英杰

零距离守护群众平安

帮走失女童找妈妈

及时救出跳湖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