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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警民恳谈暖民心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刘涛 潘峰 徐

阳娜）今年以来，内乡县委政法委以构建和谐警
民关系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宗旨，将警民恳谈活
动作为新形势下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根本保证
来抓，紧紧围绕“听民声、纳民意、暖民心、解民
忧”四个方面，不断深化和创新警民恳谈活动，
与民说心里话，办实在事，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
离，全面推进了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该县成立以派出所为单位的警民恳谈工
作领导小组 16 个，将其与警务工作同部署、同
考核和同发展，以此大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要求改进工作方式，变上访为下访，从

“请进来”转变为“走出去”，所领导亲临亲为，
将意见征求活动的现场设在群众熟悉的镇街，
使参会群众心中多份底气，发言不因会场陌生
而拘谨；多邀请和发动最基层的群众参加。这
样更贴切地听民声，纳民意，以此来深化肯谈
会活动，争取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及时处理

了一些基层“疑难杂症”和群众反映的实际问
题，化解了矛盾，排除了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
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和警民和谐。

6月5日，该县湍东派出所吴雪警务室组织
召开以“春季消防不容小觑”为主体的消防安
全警民恳谈会，警务室民警与群众就春季消防
安全的重要性重点展开话题，针对警务室辖区
特点，重点就农村用电安全问题、液化汽安全
使用问题及近期天干物燥的防火等一系列消
防安全问题与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广泛征求群
众关于消防安全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群众代
表畅所欲言，就防火和社区警务工作等方面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月 13 日，该县马山口派出所所长周晓彬
深入村委会与群众代表 10 多人召开了警民恳
谈会。周晓彬首先向群众代表汇报了派出所
前一阶段在辖区安全防范、提高群众安全感和
满意度方面开展的工作，并表态在今后工作

中，将采取多种形式，继续从构建和谐警民关
系入手，加大对辖区的治安防范力度，力争让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上升到一个高的起点。

开展警民肯谈活动，目的是加强警民沟
通，拉近警民距离，为民办实事。开展警民肯
谈活动，更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该县牢固树
立“不为恳谈而恳谈”的理念，坚持“ 恳谈跟着
警情走”，将警民恳谈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与各
个时期、各个警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推动业
务工作和警民恳谈双促进、双丰收。该县结合
近期入户盗窃案件多发的情况，组织刑警大队
民警深入基层村庄有针对的开展警民恳谈。
在警民恳谈中，获取案件线索，抓获 12 名嫌疑
人，破获11起案件。

该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樊牛在夏季治
安防范会上曾多次强调：“肯谈会就是为了更
加贴近民心，群众的意见，只要真实，我们就要
认真倾听，给以100% 的答复。”

本报讯（通讯员 曹建敏 冯建伟）自纪律作风
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内乡县检察院紧紧围绕市
委和县委安排部署，强化宣传、学习和督查三个环
节，强力推进了活动有序开展。

坚持强化宣传引导。南阳市委和内乡县委纪
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动员会后，该院党组迅速进行
安排部署，传达会议精神。一方面成立了纪律作风
教育整顿小组，下设整顿办公室和督查小组，制定
了活动实施方案，使活动稳步开展；另一方面召开
动员会，向全院干警发出动员令；再一方面制作宣
传标语，利用宣传展板和电子显示屏展示活动进展
情况，积极撰写新闻稿件在各类媒体上深入宣传，
营造了浓厚活动氛围。

坚持强化学习教育。按照实施方案中四个专
题学习要求，坚持经常性教育。采取集中学习和自
我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文件学习、案例分析和
观看视频，对四个专题的学习内容按计划推进。给

每人购买学习笔记本，要求做好学习笔记，撰写心
得体会，并规定笔记字数，对达不到标准的在全院
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设立学习交流园地，将优秀
学习笔记及心得体会在交流园地展示，树立学习标
兵。

坚持强化督查落实。建立周督查、月通报制
度。由督查组每周定期或不定期督查干警签到、在
岗、学习等情况，切实改进干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
作风，进一步推进规范、高效、廉洁机关建设；督查
组就活动开展情况和从中发现的问题、抓住的典
型等情况向领导小组一月一汇报，从而对活动的
开展实施有效监控，防止应付走过场；整顿办根
据各项活动开展情况每月将进行小结，并将取得
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步努力方向予以通
报。同时将活动开展情况与院部门绩效考评挂
钩，以单独项专项考评，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对
照绩效考评作出相应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 丁俊良）今年
以来，西峡县公安局组织刑警大队
禁毒民警与治安、巡特警、辖区派
出所等部门警力，广辟案件线索来
源，开辟打击网络涉毒违法犯罪、
禁种铲毒和开展制毒犯罪专案为
主要内容的三个专项行动战场，集
中围剿各类毒品犯罪，取得了明显
成效。

在发动全民抵制毒品、多警参
与打击毒品犯罪工作中，西峡县公
安局积极与检察院、法院、司法局
等部门加强司法衔接，在案件定
性、证据固定、诉讼程序等方面取
得支持，依法从快、从严查处了一
批制毒贩毒、容留吸毒、非法种植
罂粟等涉毒违法犯罪案件。截止
目前，该局已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5
起，刑事拘留8人，查处吸毒人员45
人次，新发现吸毒人员 37 人，缴获
毒品170克。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何露）观光电瓶车怎么能成为孩
子们的“接送车”？昨日，在南阳市
第二十一学校门口，光武派出所交
警就查获了3辆这种违规载学生的
车辆。

当日 11 时 30 分，在市区张衡
路第二十一学校门前，已经有 3 辆
蓄电池观光车等候在校门口附近，
车身上分别写着几家托教的名
字。几个出校门较早的孩子正坐
在车上嬉笑打闹。20 分钟后又有
大批孩子拥出校门，不一会儿几辆
观光车上都坐满了学生。仔细观
察这 3 辆观光车，都是无门、无窗
户、无任何安全防护装置，只有简
单的几排椅子，有辆观光车的车牌
上还明确写着“厂内”字样。采访
中，有家长表示，这种车没有任何
安全防护，不支持托教用这种车接
孩子。

南阳市公安局光武派出所交
警告诉记者，这种车明显就是厂
（场）内观光车，不符合上道路行驶
的条件，只限在旅游景点和施工地
点无机动车的路面行驶，上路有一
定的危险。昨天中午，光武交警部
门已经对涉事的托教进行批评教
育，严禁使用这种观光车接学生。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郭光进 通讯
员 张占书）近日，重庆万州警方派
人赶赴邓州，将邓州警方近日抓获
的诈骗逃犯孙某押解回渝。这位自
称能给人驱邪消灾的女风水“大师”
到头来落得个自身难保。

5 月 19 日上午，邓州市公安局
刑警四中队民警刘晓森在其分包的

“一村一警”驻村警务工作站开展工
作时，接到村民反映，有一男一女骑
一辆摩托车，操外地口音，走街串
村，回收旧币，而且那个女的还自称
是个“大师”，能消灾解难看风水。
刘晓森随即会同九龙派出所值班民
警，对该二人进行追踪查找。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追踪，在九龙乡贾岗
村发现正在行骗的男女。发现警察
过来后，男的撂下女的骑上摩托就
跑，女的被当场控制，在其包中发现
假古币、银元等物。

经审讯，该女叫孙某，51 岁，是
安徽省涡阳县人。其伙同张某从外
地流窜到邓州，以回收旧币和看风
水为名，让受害人将真的旧币、金银
首饰、现金交给她，由其“施法去
灾”，然后趁机其将钱物调包进行诈
骗，谁知刚到邓州便被民警抓获。

民警在对孙某的身份进行核实
查证后，发现其为重庆市万州区公
安局的上网逃犯。

原来，2015 年 4 月 8 日下午，孙
某伙同他人在重庆市万州区一废品
收购站内，以高价收购旧版人民币
为由诈骗现金 1.53 万元后逃匿，后
被当地警方列为上网逃犯。

本报讯（通讯员 冯云虎 江海
洋）为了扩大网络电话卡销售量，俩
男子竟然使用“窃听专用器材”，开
车到各县市乡镇群发短信，影响周
围手机用户的正常使用。昨日，内
乡县法院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分
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3年。

2014年3月以来，被告人李某、
周某等人为了扩大其网络手机卡的
销售量，驾驶车辆在南阳市辖区乡
镇人员集中的地方，利用携带的“伪
基站”设备，包括笔记本一台、主机、
发射天线、电瓶等物品群发短信，致
使大量手机用户通信受到影响。经
鉴定：该系统通过隐蔽方式使用，获
取无线通信信息，且具有无线发射
功能的发射器材，属于“窃听专用器
材”。经评估：该“伪基站”设备发送
短信70万条，造成70万个手机用户
通信中断不满1小时。

内乡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李某、周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危害
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破坏公用
电信设施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
二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
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之有关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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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学生交警说不

焦桐高速多车追尾 致两人被困消防施救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君杰 通讯员 方建峰/文
图）6 月 21 日，焦桐高速南阳市桐柏段 351 公里处
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交通事故，有两人被困，南阳消
防迅速出动，成功施救。

当天凌晨4时左右，桐柏消防队员赶到事故现
场。经勘查发现，三辆大型货车撞在一起，尾车受
损最严重，驾驶室因受到强大的冲击力，被挤压扭
曲成一张“铁皮”，里面有两人被死死地卡住。

消防队员用牵引法将三车进行分离，利用破拆

器材对变形的驾驶室进行扩张，很快将被困的副驾
驶员救出。由于驾驶室受到剧烈冲击已基本脱离
车体，为确保营救安全，队员们利用吊车将驾驶室
吊离车体，再对被困驾驶员实施救援。至早上 8
时，被困的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事故地点位于河南、湖北省界收费站
附近，由于排队的车辆较多，造成拥堵。当时，事故
中前两辆车正常停靠，第三辆货车结结实实撞上前
车，造成此次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