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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仪式现场授旗
!第一战区各责任单位负责人请

接旗" #

!是" $

%%

!

月
"

日晚
#

时许&在郑州市公

安局特巡警支队院内&伴随着庄严的

誓师仪式&郑州市公安局各单位负责

人纷纷从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保

卫手中接过战旗&由此&郑州警方开

展的保奥运绿城守卫行动正式拉开

帷幕(

据了解& 这次绿城守卫行动&是

郑州市首次采取城区与各县市开展

大盘查'大排查'大治理'大督察行

动) 通过这次行动&省会警方决定确

保省会社会大局平稳&确保在奥运期

间&没有来自郑州的干扰)

四大战区构建平安网络
据省会警方负责人介绍&此次行

动共分四大战区进行)

第一战区*大盘查) 特巡警支队

在黄河大桥设置卡点&由武警支队协

助&

$"

小时无缝隙对过往车辆+人员

和货物进行盘查& 在盘查过程中&全

体民警荷枪实弹) 同时&郑州市特巡

警支队在环道及环道外设置卡点&每

天的
$%

时至
$&

时&对过往车辆和行

人进行盘查)各属地派出所和武警支

队出动
'%%

名警力协助盘查)

在盘查过程中&郑州市交警支队

和各分'县,市-局设置卡点&每天的

$%

时至
$&

时&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

行盘查)同时&各分'县,市-局对辖区

长途汽车站过往车辆'人员和货物进

行严密盘查)治安支队联合车站分局

在火车站广场及周边& 携带安检设

备&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

第二战区*大排查) 由治安支队

牵头组织& 每天的
$%

时至
$&

时&各

分'县,市-局对辖区!城中村$的出租

屋'小浴池'小录像厅'小歌厅'网吧'

美容美发屋'中小旅馆进行排查) 对

不明身份的人员将以地区为单位统

一集中&进行信息比对&对有违法犯

罪行为&从快处理) 局直机关民警按

照!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活动确

定的分包社区&参与所在分局的排查

行动)

同时&治安支队将组织开展清查

收缴爆炸物品'枪支弹药'剧毒化学

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的集中统一

行动&督促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增配守

卫看护力量&严防丢失'被盗'被抢)

第三战区*大治理) 郑州市交警

支队强化市内道路保通& 确保十条

!精品街$修路期间市内交通畅通&并

不断加大专项纠章力度&查处一批酒

后驾驶'无证驾驶'闯红灯'闯禁行'

乱停乱放'乱鸣笛'乱鸣警报等交通

违章行为.查扣一批假牌假证+无牌

无证及涉嫌被盗抢机动车和报废车+

拼装车+走私车+无证运营的垃圾车

等)

同时& 交警支队协调公交公司&

采取保安力量跟车上路等方式&加大

对公交车的防范&配备便携式防爆排

爆器材&对可疑人员及其携带物品进

行检测&防止发生爆炸案件) 反扒支

队跟车上路& 确保公交车安全运营)

消防支队出动
'%%

名警力&与辖区派

出所联合&开展不间断的消防安全检

查&同时持续推进中原风暴+红门亮

剑+黄河旋风三个专项行动&确保奥

运安保消防安全)

第四战区*大督察) 郑州市公安

局班子成员深入联系和分包单位开

展督导检查&以/我为奥运添光彩&我

为奥运作贡献$为主题&组织各单位

对民警进行培训&教育民警切实做到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同时&督察支

队将进行交叉专项督察&严防工作棚

架)

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人
在当晚的启动仪式上&郑州市副

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指出&这

次行动&不分白天和黑夜&不分郊县

和市区&不分领导和民警&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职责任务&每个时间段都有

民警在履行职责&每个地方都有人在

紧张工作)广大公安民警要通过全天

候+无缝隙+立体式的防控网络&守卫

绿城的安宁&确保北京奥运会不发生

来自该市的干扰)

他要求&全市公安机关一定要

把思想认识迅速统一起来 & 按照

!一切工作具体化$+!科学化+精细

化$的要求&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和

求真务实的作风&切实履行公安机

关的承诺与誓言&以最高的工作标

准+最佳的工作状态 +最强的工作

措施+最优的工作形象 &扎实做好

奥运安保工作)

誓师大会结束后&黄保卫赶到黄

河公路大桥收费站等处进行现场督

导)

记者昨日从警方了解到&截至

当日
(

时&郑州警方共盘查可疑人

员
#

万余人&车辆
)*+

万辆&清理三

无人员
$,%%

余人&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
-%%

余人&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

余起)

安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我们的民警

只有依法强硬起来&才能更好地打击犯罪分

子&对不法人员的一味忍让只会助长他们的

气焰& 法律赋予了我们依法使用武器的权

利& 我们在受到伤害时就在依法维权" $ 近

日&在郑州市管城公安分局院内&管城公安

分局民警维权办公室主任王华魁敲着桌子

说) 什么让他感到这样痛心0 这还要从一起

简单的环卫工人报警说起)

.

月
$(

日
-+

时
%+

分左右&管城公安分

局陇海马路派出所接到
--%

指令*南仓街紫

竹小区门口有人打架) 派出所民警尚时军+

曹新国迅速赶到现场&见到了打架的双方当

事人) 让民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

$(

日
-&

时
'%

分左右& 我在打扫路边

的卫生&看到一包东西放在路边&我就问这

是谁的东西&想让挪开我好打扫卫生&我刚

喊了一句& 旁边吃饭的两个人就骂开了&说

我影响他们吃饭了&我分辩了几句&结果他

们就一起上来打我)$ 昨日上午&提起当晚的

事情&环卫工人彭某说) 他告诉记者*/民警

了解情况后让我们一起去派出所&我都坐上

车了&那两个人就是不上车&警察刚想拉他

们一下&那个戴眼镜的男子上去就抓住了警

察的脖子&警察挣开了&他又过去抓民警的

脖子&结果民警的脖子都流血了) $

/我后悔死了&我不该喝那么多酒&我清醒

过来后&朋友告诉我&我把警察打伤了&我知道

我错了&愿意接受处罚) $在管城公安分局讯问

室内&打伤警察的李某悔恨地低下了头)

/今年以来&我们分局1维权办2共处理

民警维权案件
--

起&涉及民警
-'

人&处理侵

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人员
-!

人&其中&行政

拘留
'

人&刑事拘留
!

人&取保
$

人&上网追

逃
$

人+批评教育
'

人( 很多民警由于对法

律的掌握不够&在受到伤害时&一味地忍让&

不敢及时还手&造成了自身的伤害( 其实&民

警在受到伤害时& 完全可以依法使用警械&

予以还击保护自己( $王华魁表示&近期&维

权委要在分局内展开一次法律知识培训(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转让方$-与宋爱民,!受让方$-于

$%%!

年
,

月
-,

日签署的3资产转让协议4&转让方已将其享有的郑州人友置业有

限公司的债权5借款合同号*,

(,

-

,%

号&债权本金余额
(,*&+

万元( 郑州人友实业

开发总公司以郑国用,

-((+

-字第
+%.

号面积为
-!,(*$'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

该债权抵押担保( 6及相关担保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

方成为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

据此& 请有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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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 受让方! 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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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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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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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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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首席记者 李俊晓 特约记者 王浩 张宏君 张 虹
%

文

记者 宁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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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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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好奥运安保攻坚战!确保

奥运期间不发生来自郑州的干扰!

郑州警方自
!

月
&

日起!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保奥运绿城守卫行动" 在

行动中!全警动员!整体联动!荷枪

实弹!县市与市区联动!构造全天

候无缝隙治安防控网络!确保省会

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据了解!警方

此次行动划分为大盘查# 大治理#

大排查#大督察四个战区"

阅读提示

/012 3456789

警方对该名男子采取行政拘留措施

安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 实习生

董智宇
0

文 记者 汲 瑞 通讯员 朱乾

坤
0

图-昨日上午&黄河滩区&郑州市公

安局特巡警支队的民警在进行各种枪

支的射击训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省会

警方配发的
(+

式轻机枪首次亮相)

/

.

环'

(

环" #昨日上午
!

时&记者

刚走进长枪射击靶场& 就听到报靶员

在大声报靶) 远处&枪械专家李文政和

郑州市特警队狙击手赵伟正在对
(+

式轻机枪进行调试校准& 赵伟每射击

一枪&报靶员报出弹着点的位置&根据

位置&李文政对枪支进行逐步调整&直

到赵伟多次的射击全部命中靶心)

/他们俩一个射击&一个调整&只

要调整到赵伟能打到
)1

环& 这个枪

就算是标准的了&在我们支队&他俩

就是标准) #一位在旁边帮忙的队员

介绍说)

/这是我们支队最新装备的新式

武器&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对它进行调

试和试用& 从试用看& 它的精确度更

高&子弹初速也快&并且枪的重量比以

前的枪械大大减轻& 设计对人身来说

更为合理&携行也方便&射击的时候枪

的跳动也比较小) #李文政介绍说)

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支队长

李幼夫介绍说*/今天我们把最近新配

备的杀伤性武器拿到靶场& 结合武器

的性能全部把它校正好& 同时提前让

队员们熟悉枪械& 让我们队员做到人

枪合一& 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武器的

作用&在奥运会期间&能够更好地打

击暴力犯罪&为省会郑州创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环境)

&'

式轻机枪
首次亮相黄河滩靶场

郎酒集团千里赴郑谢恩
四川$

+

%

-$

&大地震发生时!在郑州市公安

局党委的领导下! 特巡警支队在四川奋战
!1

余天!面对重重危险!用自己的忠诚谱写了一

曲警民一家亲的赞歌! 为河南警察赢得了荣

誉"近日!四川郎酒集团负责人专程赶赴郑州!

向特巡警支队赠送美酒"

刘 涛 董智宇
%

摄影报道

民警送八旬老人回家
!

月
'

日
-$

时! 郑州市高新区公安分

局沟赵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

,!

路公交车

终点站附近有一迷路的老太太" 带班副所

长张骋迅速带领民警王明敦赶到现场!沿

路寻找老太太的家人!最终将老人平安送

到家" 顾方
%

摄影报道

图片新闻

民警在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