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消防周一起学消防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俊晓 实

习生 刘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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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记者 宁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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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昨

日是今年全国消防周第一天! 在郑

州市航海路与西环路交叉口处!郑

州市消防官兵与中原区相关部门领

导共同放飞了
!!"

只吉祥鸽! 为省

会平安祈祷!为省会人民祝福"

"

时! 在郑州市航海路与西环

路交叉口处的化工物流园内!#多学

习一点消防知识!增一份人生平安$

等字样的横幅迎风飘扬% 来自中原

区各局委&各镇'办事处(&消防重点

单位&危化企业等千余人共聚一起!

隆重举行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 记

者在现场看到! 围绕今年 #关注消

防&珍爱生命&共享平安$这一主题!

郑州市中原区消防大队在现场准备

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展板! 丰富的内

容吸引了各界群众驻足观看%

具有丰富救援经验的中原区消

防大队官兵向大家展示了特勤抢险

救援器材! 并现场演示钢筋切割技

术&破拆技术等% 不远处!消防队员

向大家示范了登高车功能! 进行了

高空救人和自救讲解&演示和培训%

在消防官兵的指导下! 化工物

流园职工现场进行了灭火自救演

练%在发放各种消防材料的同时!他

们还请中原区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员

进行了初期火灾扑救培训和演练%

据该大队教导员徐斌介绍!该

大队举办这次消防宣传! 目的是全

方位深入宣传&普及消防常识!提高

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自防自救能

力! 从而控制和减少各类火灾事故

的发生!在整个社会形成#人人重视

消防!人人珍爱生命$的良好氛围%

安报讯!记者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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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昨日!郑州市交警六大队民警

走进郑东新区管委会! 和管委会

机关的司机一起发出倡议! 倡导

严格按照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要

求!管好公务车!坚持按照限行原

则进行车辆调配%

昨日
!#

时许! 在郑东新区管

委会院内!郑州市交警六大队一中

队指导员李国杰和民警正在给司

机们讲解安全行车&车辆保养的知

识'上图(%交警六大队民警还同司

机们探讨了公务车分尾号限行的

情况% 民警和公务车司机共同倡

导!要相互监督!管好公务车!既要

严格遵守限行要求!也要做到安全

行车&文明行车%

!线索提供 史亚莉"

请机关司机
管好公务车

非法着警服
脱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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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省检察院培训后!昨日

上午! 我省检察机关的援疆对口单

位)**新疆阿克苏市检察系统的
$%

名中层领导! 来到郑州市二七区检

察院参观考察! 干警详细询问该院

各项工作情况! 盛赞河南检察院工

作+亚克西$%

!#

月底! 省检察院邀请阿克

苏地区检察系统
$%

名中层干部来

河南进行学习培训和参观考察!前

期培训中! 省检察院安排
!%

名正

副处长& 市分院领导和优秀检察

官!分别围绕当前公诉工作的形势

和任务&当前预防工作若干问题的

思考&如何解决反渎职侵权案件线

索短缺问题&反贪污贿赂案件的初

查&检委会工作规范&侦查监督工

作&控申工作&民行工作及如何做

人民满意的检察官等课题进行教

学辅导%

昨日上午!这
$%

名领导干部

来到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考察

学习 % 他们深入业务科室 !与二

七区检察院的干警们交流办案

经验% 听说有些犯罪嫌疑人来自

新疆 ! 还向检察院干警交流经

验 !+新疆人的名在前 ! 姓在后 !

只报名字的话 !说明他没有说实

话 $% 这些领导干部对二七区检

察院的 +三位一体 $管理机制很

感兴趣 ! 一些干部拿起相机 !照

下二七区检察院的办案流程准

备回去参考%

阿克苏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郑新林!对二七区检察院的政工工

作很感兴趣! 拿出
&

盘拷贝了不

少资料!他说,+这次来河南收获很

大!在省检察院获得了很好的业务

学习!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信息化

建设的力量!也准备拿回去好好研

究% 我们的干警都说!河南检察院

工作!亚克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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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本月
!

日起!我省开始查

处没有粘贴合格反光标志的货车%

几天来! 交警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多数货车都粘贴有反光标志!但是

合格的却寥寥无几%

昨日
"

时许! 在郑州市大石桥

立交桥下! 交警一大队民警正在对

货车反光条进行检查%不一会儿!一

辆搬家公司的货车从桥下经过!被

民警拦下%+查反光条-我贴了呀!你

们看. $ 民警对该车进行检查后发

现!该货车尾部粘贴的合格!但侧面

仅贴了三条! 民警指出这样贴不合

格% #啥- 不合格- 我可是找专门贴

的地儿贴的啊. $ 司机常某一头雾

水%他介绍!在货车要贴反光条规定

出来没多久!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后!

就找到专门卖反光条的一个修理

厂!让那里的修理工给全车粘贴了%

!#

时许! 一辆中型货车经过!

司机更有创意! 车尾部的反光条竟

然贴成一个#十$字!司机称!不知道

反光条该怎么贴! 就按照自己的意

思! 买了一大堆反光条把车后面贴

了一下%

在上午被查的多数司机中!都

知道货车需要粘贴反光条!但究竟

该怎么贴!还是糊里糊涂% 当天上

午交警共查了
'(

辆! 全都不符合

标准!其中两辆没贴!被处罚!其余

车辆则告知司机马上整改%

据交警一大队民警介绍!对于

反光标志如何粘贴!司机师傅们可

到车管所&各交警大队或网上进行

咨询!不要随便找停车场&修理厂

等地方粘贴% 同时!民警们再次强

调! 购买反光条要到正规商家!上

面有 #

$)

$认证 !且反光度需是二

级以上的! 避免买到伪劣产品!不

符合规定受到处罚%

!线索提供 孟繁勇"

安报讯 !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

王云"大门紧闭!不时从屋内传出机

器的轰鸣声! 透过窗户隐约可见有

人在屋内活动% 阵阵的刺鼻气味从

屋内飘出!让人感到头晕&恶心% 原

来这是一个隐藏在居民楼内的印刷

厂!

!!

月
$

日! 这个无照印刷厂被

工商执法人员依法予以查处%

近来! 郑州市二七工商分局五

里堡工商所不断接到群众举报!称

从王立砦一家属院
*

楼不时传出一

股难闻的气味!让人觉得头晕恶心%

邻居们想敲门向其反映一下! 可是

任凭怎么敲! 这户居民的大门就是

不开% #不开门!但是里面明显有人

员走动声! 所以我们就怀疑那家在

干什么非法勾当. $举报人说%

$

日上午! 五里堡工商所的
$

名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查看% 透过窗

户! 执法人员看到里面的确有人在

走动!不时还传出机器声!并且伴有

一种刺鼻的气味从房间里飘出来%

工商执法人员断定! 此房间可能是

一个生产加工作坊!于是上前敲门!

十几分钟后!一女子才把门打开%

这是一个三室一厅民宅! 房间

里堆放着成包的物品!

$

名工人正

在干活%在客厅里有一台印刷机!地

上堆放着印好的物品! 旁边散乱地

放着一些药瓶!上面写着#二甲苯$

字样%据了解!#二甲苯$属于芳香烃

类!有毒性%执法人员询问其中一名

工人!该男子说他们生产的是试纸%

老板吴某只提供了一张营业执

照复印件!并且复印件上的生产地址

与现场不符%执法人员决定将现场机

器和纸张暂扣!但是此举遭到了吴某

的反对!他大声嚷嚷说,#我是合法经

营!就算有噪音&有气味也得环保局

来查我!关你们工商局什么事. 你们

走!让环保局来查我有没有问题.$随

后他招呼工人护住机器%

后经工商执法人员说服教育!

吴某才接受这个处罚决定%

!线索提供 赵正银 晁玲"

安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

讯员 任君箫
!

文图"为维护人民警

察制式服装及警用标志的专用性

和严肃性! 预防和制止利用警察

制式服装及警用标志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

!!

月
!

日!周口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督察大队&装财处联合

对公安内部非在编& 保安联防及

押运服等单位和个人进行了整治

非法穿着警服! 一天时间整治近

百起! 其中整治非法销售点
+

个!

整治非法使用警服单位
*'

个 !整

治非法穿着警服个人
%#

人% 图为

民警对查出的个人非法穿佩行为

进行纠察%

日前 ! 南阳市公安机关大练

兵综合比武竞赛活动在该市警察

训练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幕式 % 来

自市公安局的
!'

个警种和各县

市区公安机关的
'"

个基层单位

共
$%#

人参加了这次综合比武竞

赛活动% 图为民警开展技能比武

的场景%

安报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李

相全 摄影报道

公安大练兵
比武争一流

交警开始查处货车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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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印刷厂扰民#工商查处遭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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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指导如何贴反光条

两地检察干警交流工作经验

身着各种防护服的消防战士

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

新疆阿克苏地区检察干警盛赞河南检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