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俊晓"!标错的
楼院路标终于改了过来" 压在心头两年
的心病终于了结了# $昨日"当郑州市公
安局文化路派出所民警刘玉喜% 杨君凤
将经五路与红专路交叉口错误的楼院路
标更换情况反馈给居民关淑惠大妈时"

关大妈激动地拉着民警的手连连致谢&

!

年前"因为路标错误"从西安回来看她的
孙子差点丢了&

"##$

年春节" 关淑惠大妈在西安部
队工作的大儿子回郑探望父母" 并且带
回了儿媳和

%"

岁的小孙子"亲人相见非
外高兴& 一天中午"关大妈在郑工作的二
儿子邀请老大一家到红专路东段吃饭"

之后他们准备去歌厅唱歌& 考虑到大哥
的儿子年龄较小"与关大妈联系后"他们
拦了一辆出租车" 给司机师傅讲清把孩
子送到红专路

$

号院& 但万万没有想到
的是" 当出租车行至红专路与经五路交
叉路口" 离红专北街

$

号院仅有一步之
遥时" 司机在路口的 !附近单位楼院索
引$路标上"看到了将红专北街

$

号院标

成了红专路
!

号的标牌& 由于空缺了红
专北街

$

号这一错误" 出租车司机来回
跑了

&#

分钟也没找到地方& 一个多小时
过去了"

%"

岁的小孙子还没回家"这可急
坏了关淑惠大妈和她的儿子%儿媳& 大家
急忙分头寻找"但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
没有音信" 儿媳急得痛哭" 不得已求助
%%#

& 最后"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下午
&

时许"孩子才在丰产路附近被找到&

小孙子找到了"但路口错误的!附近
单位楼院索引$ 路标却成了关淑惠大妈
的心病& 今年

'

月
"(

日"当郑州市公安
局机关下基层锻炼的民警刘玉喜% 社区
民警杨君凤入户走访了解情况时" 关淑
惠大妈交谈中流露出对更换错误路标的
关切& 针对这一情况"两名民警亲自向有
关单位反映情况" 反复与路标灯箱经营
管理单位协商&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与
协调"

&

月
%!

日"有关部门成功将经五路
与红专路交叉口附近错误的楼院路标进
行更换"了结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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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人
!

年的心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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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
了"要是小区锅炉房成了垃圾
堆"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幸
运的是"位于郑州市纬一路上
的这个小区群众没有看到那
一天"昨日"在社区民警杨霞
的帮助下"捡废品的老人住进
了新房"老人握着杨霞的手再
三保证"立即搬走垃圾堆&

蔡大妈住在纬一路上某
小区"由于丈夫早逝"她带着
儿子艰难度日& 当儿子长大
时"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长期不在家& 为了生活"蔡大
妈一个人靠捡破烂为生&由于
捡来的破烂没地方放" 一开

始"她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
的屋里"屋里堆满了"她就往
小区锅炉房里放 "并住在小
区锅炉房门口 &随着夏天的
到来 "蚊虫乱飞

*

不仅影响
到了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

也给老人身体健康带来了很
大危害&

不久前" 经八路派出所
民警杨霞进社区 "看到蔡大
妈的生活状态后 "她多方努
力 "终于为老人在小区内争
取到一间住房 & 昨日 "杨霞
与老人一起"把房间好好地收
拾了一番"并把老人摆在锅炉
房门前可用的物品搬进了新
房内&

本报讯 !真的没想到"你们会这么
快找到我& $昨日"在郑州市公安局南阳
路派出所"被山西警方上网通缉的犯罪嫌
疑人常军(化名)一脸不解地说&他没想到"

郑州市良好的警民关系为*漏网之鱼$织下天
网&

&

月
%!

日晚
%"

时许"郑州市金水公
安分局南阳路派出所社区民警朱永顺接
到辖区张大爷的电话" 老爷子在电话里
称"他白天看到一名陌生人"在小旅馆门
口买过东西后"一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接到消息"朱永顺当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

值班领导郑保柱& 郑保柱当即带民警与
朱永顺会合"他们一起赶往可疑人员所在
城中村六里屯一家小旅社& 半个小时后"

民警敲开可疑男子所在房间"请他出示相
关证件& 面对民警"该男子神色慌张"称
自己刚到"东西太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在民警再次要求下"这名男子终于在包里
将其身份证拿出& 民警通知派出所值班
人员"对其身份进行查证"果然这名男子
是被山西警方通缉的网上逃犯& 郑保柱
与朱永顺当即将其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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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今年新一轮*四
严一创$活动开始后"位于嵩山脚下的
登封市公安局按照郑州市公安局党委
的统一部署"在登封市委%市政府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下"全警动员%全体参战"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全力叫响*同心同德"真抓实
干"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克难攻坚%

昼夜奋战"守护了一方平安&

公正执法从自身做起
日前" 在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会议室" 记者见到主抓法制的副局长
赵彦铮正在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

&#

多位交警着装整齐%聚
精会神"认真地记着笔记& 交警大队负
责人介绍" 这是登封市公安局开设的
*执法讲坛$& 在新一轮的*四严一创$

活动中"登封市公安局党委认识到"打
铁还要自身硬" 为进一步激发执法民
警爱岗敬业的意识"改善个人修养"树
立公安执法队伍新形象" 登封市公安
局特意开设了*执法讲坛 $"组织民警
针对执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 难点问
题" 围绕各自单位在执法办案过程中
如何端正心态%端正观念"如何规范执
法%文明办案等方面内容"外请专家学
者或由公安局领导根据形势要求进行
授课" 执法民警则根据平时的工作思
考和办案经验讲课&

为确保*执法讲坛 $取得实效 "登

封市公安局针对不同警种%不同年龄%

不同岗位的工作需要" 将培训内容分
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类%法制知识类%

基础执法类%岗位业务等四大类"分别
进行法制宣讲和培训&

维护正义忘却自我
在大走访过程中" 公安民警时时

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 为了群
众利益"他们时时忘记自身危险&

'

月
底的一天" 登封市公安局唐庄派出所
指导员黄耀辉和民警吴永辉到辖区走
访"当途经唐东村口河岸"驾车的黄耀
辉突然发现"距离他们

%##

多米远有座
变压器房" 房下有个男子正向房顶的
变压器投掷石块&

*不好"这家伙在砸变压器& $黄耀
辉当即打开警报器警告该男子停止投
掷石块"并加大油门驶向变压器房& 该
男子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撂下石块"借
助靠墙的一块石板"攀上变压器房顶"

用力去扯变压器的电线"只听*嘭$的
一声"变压器突然起火& 赶到近前的黄
耀辉和吴永辉来不及犹豫"迅速下车"

借助石板奋力攀上房顶" 将该男子控
制"吴永辉奋力将火扑灭&

经讯问"该男子姓王 "登封市人 &

王某一年前与该企业发生矛盾" 当日
中午" 王某趁醉酒来到这家企业的变
压器房跟前"捡来石块砸变压器"因为喝
酒太多"站立不稳"王某就借助石板攀上变
压器房拽电线& 警方当日将王某拘留&

严厉打击不留余地
照相馆能造假印章%能办结婚证%

出生证和出生证明"你信吗' 然而就是
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也被登封
警方发现"在打掉该窝点的同时"将犯
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新一轮 *四严一创 $开始后 "登
封市公安局白坪派出所民警王泽鹏
到辖区煤矿走访 " 发现有几个许昌
来的矿工持有假二代身份证 & 经盘
问 "这几个人交代 "他们是在白坪乡
一个体照相馆内办的 & 民警依法对
照相馆老板刘某进行调查 & 刘某交
代 " 这些假二代身份证是其姐夫梁
某制作的 &当天晚上 "所长屈闯和王
泽鹏等民警穿便衣突然来到梁某的
照相馆 &在梁某照相馆的抽屉里 "民
警发现有数十枚印章 " 这些印章有
民政局 %医院 %乡镇街道办事处 "甚
至公安局 % 派出所等单位的公章和
派出所户籍民警的私章 & 梁某交代 "

这些假印章都是他自己偷偷制作
的 "利用这些印章"他可以给*顾客$

办理假医学证明%假结婚证%假毕业证
等&

据刘某交代" 他按照梁某的 *指
示$"办理假证包括一代身份证和二代
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包括临时身份证&

收费没有具体标准" 一般临时身份证
收费

%##

元"一代身份证
%##

元"二代
身份证

%(#

元" 工作证便宜" 一个
%#

元"他和梁某基本按照四六分成&

本报讯 失恋之后"她
心中只有痛"而忘记了亲人
的存在"竟然跳河轻生& 路
人报警后"郑州警方迅速出
警& 在现场"民警手拉手结
成 *人绳$" 一步步进入水
中"最终将这名女子救出&

&

月
%"

日上午
,

时"新
郑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求助"

称玉前路黄水河桥头有一
女子呆立多时" 神情恍惚"

似有轻生迹象& 接警后"特
警大队和新烟派出所民警
当即赶往事发地&民警赶到
后" 果然发现一个

"#

岁左
右的年轻女子在桥头哭泣&

新烟派出所教导员敬庆华
上前询问情况"该女子只喃
喃自语*不想活了$"除此之
外"不再多说话"并固执地
冒雨沿河南岸往深水区走
去& 民警紧跟其后"边走边
做思想工作"但该女子神情
木然"一言不发&

几分钟后"这名女子谎
称要*方便一下$"甩下高跟
鞋就往河边奔去&民警随后
紧追"在河边手拉手形成一
条牢固的*人绳$"从岸上沿
着石阶一步步深入水中"最
终将其救出&

经过进一步抢救"该女
子脱离了生命危险&在民警
耐心询问下"她终于讲出自
己姓张"

"!

岁" 当地人"因
失恋精神受挫" 意欲轻生&

最后" 在民警的劝说下"她
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被
其家人接走& !鲁沛莉"

深入开展$四严一创% 打造平安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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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警动员%全体参战"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全力叫响*同心同德"真抓实
干"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克难攻坚%

昼夜奋战"守护了一方平安&

公正执法从自身做起
日前" 在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会议室" 记者见到主抓法制的副局长
赵彦铮正在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

&#

多位交警着装整齐%聚
精会神"认真地记着笔记& 交警大队负
责人介绍" 这是登封市公安局开设的
*执法讲坛$& 在新一轮的*四严一创$

活动中"登封市公安局党委认识到"打
铁还要自身硬" 为进一步激发执法民
警爱岗敬业的意识"改善个人修养"树
立公安执法队伍新形象" 登封市公安
局特意开设了*执法讲坛 $"组织民警
针对执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 难点问
题" 围绕各自单位在执法办案过程中
如何端正心态%端正观念"如何规范执
法%文明办案等方面内容"外请专家学
者或由公安局领导根据形势要求进行
授课" 执法民警则根据平时的工作思
考和办案经验讲课&

为确保*执法讲坛 $取得实效 "登

封市公安局针对不同警种%不同年龄%

不同岗位的工作需要" 将培训内容分
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类%法制知识类%

基础执法类%岗位业务等四大类"分别
进行法制宣讲和培训&

维护正义忘却自我
在大走访过程中" 公安民警时时

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 为了群
众利益"他们时时忘记自身危险&

'

月
底的一天" 登封市公安局唐庄派出所
指导员黄耀辉和民警吴永辉到辖区走
访"当途经唐东村口河岸"驾车的黄耀
辉突然发现"距离他们

%##

多米远有座
变压器房" 房下有个男子正向房顶的
变压器投掷石块&

*不好"这家伙在砸变压器& $黄耀
辉当即打开警报器警告该男子停止投
掷石块"并加大油门驶向变压器房& 该
男子非但不予理睬"反而撂下石块"借
助靠墙的一块石板"攀上变压器房顶"

用力去扯变压器的电线"只听*嘭$的
一声"变压器突然起火& 赶到近前的黄
耀辉和吴永辉来不及犹豫"迅速下车"

借助石板奋力攀上房顶" 将该男子控
制"吴永辉奋力将火扑灭&

经讯问"该男子姓王 "登封市人 &

王某一年前与该企业发生矛盾" 当日
中午" 王某趁醉酒来到这家企业的变
压器房跟前"捡来石块砸变压器"因为喝
酒太多"站立不稳"王某就借助石板攀上变
压器房拽电线& 警方当日将王某拘留&

严厉打击不留余地
照相馆能造假印章%能办结婚证%

出生证和出生证明"你信吗' 然而就是
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也被登封
警方发现"在打掉该窝点的同时"将犯
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新一轮 *四严一创 $开始后 "登
封市公安局白坪派出所民警王泽鹏
到辖区煤矿走访 " 发现有几个许昌
来的矿工持有假二代身份证 & 经盘
问 "这几个人交代 "他们是在白坪乡
一个体照相馆内办的 & 民警依法对
照相馆老板刘某进行调查 & 刘某交
代 " 这些假二代身份证是其姐夫梁
某制作的 &当天晚上 "所长屈闯和王
泽鹏等民警穿便衣突然来到梁某的
照相馆 &在梁某照相馆的抽屉里 "民
警发现有数十枚印章 " 这些印章有
民政局 %医院 %乡镇街道办事处 "甚
至公安局 % 派出所等单位的公章和
派出所户籍民警的私章 & 梁某交代 "

这些假印章都是他自己偷偷制作
的 "利用这些印章"他可以给*顾客$

办理假医学证明%假结婚证%假毕业证
等&

据刘某交代" 他按照梁某的 *指
示$"办理假证包括一代身份证和二代
身份证"二代身份证包括临时身份证&

收费没有具体标准" 一般临时身份证
收费

%##

元"一代身份证
%##

元"二代
身份证

%(#

元" 工作证便宜" 一个
%#

元"他和梁某基本按照四六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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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走访$走进小学校园

%大走访&走进寻常百姓家

深入开展$四严一创% 打造平安社会环境

民警正在帮助捡废品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