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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辖区治安特点! 郑州市公安局机关下社

区民警张克渝结合该市正在开展的"绿城守护#专

项行动! 与惠济公安分局长兴路派出所民警张卫

东$闫莹走进社区
!

向居民传授防火$防盗$防诈骗

知识!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共创和谐社区%

潘 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特约记者 王浩 张虹"

记者昨日从郑州警方获悉! 在郑州

市公安局开展的"绿城#守护$大盘

查%大巡查%大清查第二次集中行动

中! 该市共组织出动行动力量
"

万

余人& 清理清查出租房% 复杂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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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 查处交通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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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起! 拘留醉酒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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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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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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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治安拘留
+)

人!侦破各类案件
,)*

起&

前日晚
+

时许!金水公安分局经

八路派出所民警巡逻至经八路与纬

五路交叉口处时!发现一名男子手提

一个笔记本电脑包!形迹可疑!民警

遂上前控制该男子!经查!该男子姓

李& 经询问!李某供述了其伙同花园

路某酒楼张某盗窃该酒楼笔记本电

脑的违法事实& 民警随后根据李某的

供述! 将另外一名嫌疑人张某抓获&

目前!李某%张某已被治安拘留&

((

时

许!南阳路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抓获

洛阳市吉利区公安分局上网追逃的

犯罪嫌疑人曹某&

(,

时许!管城公安分局传来喜

讯!行动中!刑侦大队民警在管城区

南五里堡排查过程中! 发现一条拐

卖儿童案件的重要线索! 刑侦大队

循线追踪! 在副局长吴伟来的亲自

带领下! 一举抓获涉嫌拐卖儿童的

$

名犯罪嫌疑人! 成功解救一名被

拐卖的四个月大的女婴&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俊晓 特约

记者 张宏君 通讯员 丰雪军"面对电

动车被盗案件的高发势头!郑州警方

始终高度重视!迎头痛击& 近日!经过

充分调研%科学决策!郑州警方决定

自现在起至
*

月
'&

日! 在全市推广

二七公安分局的先进经验!开展使用

断线报警器'俗称("气死贼$)防范电

动自行车被盗专项行动&

免费#气死贼$带来零发案

为了加大辖区的治安防范力

度!二七公安分局筹资
(&

万元购买

了
(

万个 "气死贼$!免费发放到辖

区群众手中&

*

月
'

日下午!该分局

专门在孙八寨村举行了电动车断线

防盗报警器免费发放仪式&随后!该

分局
,-

个行政派出所全面推开发

放工作& 各派出所根据辖区电动自

行车被盗案件发案区域及特点的不

同!按照由主到次%由重点到一般的

原则进行发放! 确保了辖区易发案

的都市村庄%居民楼院%内部单位%

停车场%公共场所%中小学校等处均

使用上了"气死贼$&

该分局通过广泛宣传% 重点发

放"气死贼$!有效打压了盗窃电动

自行车犯罪活动空间& 家住孙八砦

西街
"$

号居民孙鹏反映!领取"气

死贼$的当晚!他就用在了自己的电

动车上!说来也巧!当晚窃贼就"光

顾$了他家&据他反映!"夜里睡得正

熟时!突然被一阵报警器声惊醒了!

赶紧穿衣服往外跑! 这时听到外面

有声音!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估计

车没了& 出去一看!贼跑了!我的电

动车安然无恙地在那里放着& 看来

用上了这个*气死贼+!真的能够气

死贼啊& $

自"气死贼$发放使用以来!二七

区电动车被盗案件呈明显下降趋势&

*

月
"

日至
*

月
,&

日!全区盗窃电动

车刑事警情已从上周的日均
".-

起下

降为日均
$.-

起!下降率达
,+/

,上周

发案较多的孙八砦%张魏砦%老代庄

等
)

个都市村庄本周均未发案!群众

安全感明显增强!收到了预期效果&

小事关民心全市齐动员

为了开展好使用断线报警器防

范电动自行车被盗专项行动!郑州市

公安局近日专门成立了由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 副局长杨玉章任组长!

副局长罗永生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以办好民心工程为出发点!以给国庆

-&

周年活动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治

安环境为目标!坚持"统筹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严密组织!科学实施!

切实发挥技防设施的整体效能!确保

*

月
'&

日前完成对市区公共停车场

看护人%都市村庄出租房屋户房东及

沿街门店负责人发放使用断线报警

器工作!力争全市电动车被盗案件明

显下降&

据悉!目前!郑州市区各公安分

局纷纷自行筹资购买了一定数量的

断线报警器!其中金水%中原%管城三

分局各
(

万套!惠济%郑东新区%高新

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分局

各
,

万套!免费发放给辖区有电动自

行车的居民!并逐户逐人签订-治安

联防责任书.&

国庆前有望全市推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市区各

单位外!郑州所辖的各县'市)公安

局%上街公安分局%港区公安分局也

正在开展此项行动&

郑州市公安局要求各派出所要

认真分析%研究辖区电动自行车被盗

案件多发区域及特点! 根据实际情

况!在电动车被盗案件高发%人防技

防薄弱的都市村庄%居民楼院%沿街

门面房%公共停车场等区域!有计划%

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发放工作,指导

辖区群众合理% 有效使用断线报警

器&

为确保活动落到实处!郑州市公

安局规定了具体时间安排(

*

月
,&

日

至
*

月
,"

日为各单位积极筹集资金

时间,

*

月
,"

日至
'&

日为各单位按

照市局分配标准! 在辖区免费发放!

全面推广使用时间&

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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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警方遏制电动自行车被盗出绝招&国庆节前夕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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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彭天增 张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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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曾获得全国巾帼示范岗的郑州

市中原路与嵩山路交叉口的巾帼交

通岗!是一个有几名女警组成的交通

岗!这个岗最大的亮点是行人%非机

动车行止有序!违章频率极低!机动

车通过路口速度快%顺畅& 然而!在这

和谐的背后!是几名美丽女警心血和

汗水的付出&

一条简单而深奥的哲理

行人%非机动车的管理!曾让多

少交通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之头痛!但

几名女交警却能使之规规矩矩%行止

有序!她们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呢/

(&&*

年高考期间!郑州的段女士

一大早骑电动车送女儿高考!在绿城

巾帼交通岗因闯信号被一名女警纠

正!她在没有说明情况下!直接和那

名女警"干上$了!最后她把车子往路

边一扔!并准备大干一场& 这时!岗长

刘亚可走过来! 问明情况后二话没

说!打着路边的警用摩托车!带上段

女士的女儿就走! 等刘亚可回来!却

看到段女士和那名女警在路边说着

什么!表情显得十分愧疚!原来刘亚

可的举动已抽去了段女士的"底火$!

加上执勤女警耐心的解释!段女士消

了气&

刘亚可经常给同伴讲!帮助也是

管理!与群众感情近了!他们就会尊

重你自觉守规矩! 这个效果比天天

喊%天天罚作用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

笔者在该路口随机问过几名路人!说

起这里的女警帮助群众的事!竟然都

能讲上几件&

一招屡试不爽的#杀手锏'

严格执勤执法! 对一些明知故

犯!随意违章者!处罚仍是最有震慑

力的手段& 宽阔的交叉口!往往会因

一人违章而使秩序受到影响& 岗组的

女警们很会利用违章者给她们创造

的"契机$!把路口变为交通法规的大

课堂&

据了解!交通高峰时偶尔会有那

么几个"勇敢者$!明明面前亮起红灯!

却骑着车突然冲向路中央!这时在路

口执勤的女警和交通协管员会同时

喊起! 这时在路口等待红灯的行人%

非机动车! 很自然就会看到这一幕!

执勤的几个女警会从不同方位快步

走向违章者!其实!女警们对这种交

通违章行为也并不是非要处罚& 一次

道路交通的实地大课!违章者的现场

"表演$!几百双眼睛的同时目击!那么

多的人看后会不受触动吗/

一个持之以恒的好方法

平时女警们在路口执勤! 对行

人% 非机动车的违章行为严格约束!

停车越线者退回去!行人等过马路不

能站在路边界石以下!骑车左转抄近

路者!对不起!她们先给你敬礼!示意

你回去转大弯二次通过!逆行!骑行

快车道更不用说!不受罚也得站岗学

习!途经这里的行人!骑车者大都明

白!别凭侥幸!也别自作聪明!任何违

章行为都不允许在此发生!发生了就

有人纠正过问&

长此以往!人们路过这里似乎已

成习惯!看灯%看线%按信号%标志%标

线行止! 因此这个岗绝少发生拥堵!

人车相撞事故更少& 岗长刘亚可做了

一个形象的比喻("交叉路口像个大

考场! 进了这个考场就看你的水平

了!你想违规!*考官+马上会制止纠正

你!你不懂规矩!没关系!*考官+会给

你耐心地讲! 懂了规矩就得按规矩

来!考试时间不长!就是红绿灯交替的

几十秒钟& $

一项长治久安的好策略

绿城巾帼交通岗!也是郑州市交

警支队九大队平时与
,&

多所中小学

进行交通安全宣传的教育基地!岗上

民警全都担负有某一中小学校校外

辅导员职务!除了在课堂上给同学们

讲交通安全外!带学生们实地进行交

通安全教育!也是女警们的一场重头

戏&

她们对交通参与者的实地教育

不拘形式!一般利用节假日或课余!以

班级%年级前来!有站岗的%为路人服

务的%协助民警捕捉违章的!学生们兴

趣十足!还有些学生带着自己的父母!

还有带着爷字辈的前来的!讲起来一

套一套的!女警们在这里营造出了一

个浓厚的学法守法遵法的良好氛围&

有了这样的大气候!行人%非机动车违

章频繁这一顽症痼疾!在这里能得到

如此有效的医治!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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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故事

#绿城(守护$

成效显著

本报讯 '特约记者 王浩 张虹

通讯员 席伟峰)

*

月
,"

日上午!郑

州市公安局召开了功模% 英烈家属

庆祝新中国成立
-&

周年座谈会& 全

市公安机关
'(

名功模代表和英烈

家属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市局党委委员%政治

部主任李珂为功模和英烈家属送上

了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慰问

金&同时!为烈士家属颁发公安英烈

纪念牌匾&

会上! 李珂代表市局党委向功

模代表及英烈家属通报了市局
(&&*

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 介绍了全局

开展 "四严一创$%"万警进社区!为

民保平安$ 等主要活动所取得的显

著成绩
!

充分肯定了功模%英烈家属

对公安工作所做出的努力与奉献&

同时! 希望各位功模和英烈家属要

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公安工作,希望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关心爱护我们

的功模和英烈家属! 要把这种挚爱

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上的精心呵

护! 把从优待警政策和优扶政策最

大限度地落到实处, 广大公安民警

要以英烈为榜样! 掀起学习英烈事

迹%弘扬英烈精神的热潮!以实际行

动全力推进各项公安工作! 以优异

成绩向祖国
-&

周年大庆献礼&

二级英模冯献彬%张国民%范建

伟代表功模民警发言! 他们对市局

党委的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表

示要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努力工

作!奋发进取!做出更大成绩!报答

市局党委和各级组织的关心爱护&

关爱送给
功模)英烈家属

小学生为女警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