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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孔德高到扶贫村结对帮扶

精准扶贫到农家
本报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孟祥睿/
文图）近日，周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孔德高
带领机关相关科室帮扶责任人，到定点帮
扶村郸城县汲冢镇丁寨村开展结对帮扶，
走访分包贫困户，了解家中实际困难，并送
去慰问品。
在贫困户代小娟家，孔德高详细了解
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情况，分析了代小
娟家的致贫原因，因其丈夫去世，有 3 个未
成年的孩子，家庭缺少劳动力，生活困难，
制定了纳入低保救助和教育扶贫的帮扶措
施，并叮嘱帮扶责任人认真做好帮扶工作，
有困难及时给予帮助，并送上大米、食用油
等慰问品。在贫困户丁法鑫家，孔德高鼓
励身患白血病、家庭困难的丁法鑫积极面
对人生，及时看病治疗，并根据丁法鑫家的
情况制定了纳入大病医疗救助和民政低保
救助的帮扶措施。
走访中，孔德高实地查看了村室建设、
视频监控建设情况，并要求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班子成员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多想办法、出主意，共同做
好扶贫工作，
早日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运气车轮胎起火
民警紧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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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公安局
查获非法
生产烟花爆竹窝点
本报讯（通讯员 段顺鹏）为努力实
现“两个确保、四个坚决防止”的工作
目标，确保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
稳，淮阳县公安局积极行动对全县所
有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
进行一次拉网式安全大检查。近日，
该局鲁台派出所依法查处了一处非法
制造生产烟花爆竹的窝点，有力打击
了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行为，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月 7 日，该所所长牛博文、副所
长曾庆立带领民警联合鲁台镇政府工
作人员开展危爆物品拉网式排查，
对可
疑人员重点监控，
对可疑地点进行地毯
式收搜索，
加大日常安全检查力度。经
过排查，
民警在辖区东屯行政村黄某某
家中发现自制的土烟花和部分配制火
药的违禁品，
查获并扣押危爆物品。民
警随后将所扣危爆物品进行了现场销
毁处理。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黄某
某带回派出所询问，
黄某某如实交代了
违法事实，
以及想在春节销售获利。
目前，淮阳公安局对黄某某依法
作出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之中。

淮阳警方
侦破一盗狗系列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耿凯）12 月 7 日，
淮阳县公安局刘振屯派出所利用视频
“天网”系统侦破一盗狗系列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 3 名，破案 10 余起。
12 月 7 日 22 时许，该所民警在巡
逻时接到群众报警称，
自家养的犬只刚
刚被人毒死后偷走。接警后，
巡逻民警
综合运用视频天网系统，
锁定一辆故意
遮挡号牌的红色面包车有重大作案嫌
疑，
民警立即对近期发生的盗犬案件进
行对比，发现作案手法相同，应是同一
团伙所为。巡逻民警立即驾车警灯闪
烁沿线追踪，在行驶至 106 国道淮阳新
站段时发现嫌疑车辆，
民警多次使用喊
话器责令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该车
不但拒不配合，反而阻碍执法，造成一
名民警在抓捕中受伤，
嫌疑人车辆在逃
跑途中慌不择路，
与一辆货车发生追尾
事故，事故造成一名嫌疑人受伤。随
后，民警将庄某某、李某某、毕某某等 3
名嫌疑人控制，当场查获一辆面包车、
麻醉针、
套狗钳等作案工具。
审讯得知，
3 名犯罪嫌疑人酒后，
开
着面包车在淮阳境内寻找路边犬只，
一
旦发现目标，
就用提前准备好的“药丸”
将狗毒死，
然后强行拖上车扬长而去。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周口警方

打掉系列盗窃团伙
本报讯（通讯员 李书洲 张哲士）近期，
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分局打掉了一个集盗
窃电动车、扒窃、销赃等多种犯罪为一体的
系列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 22 人（19 名嫌疑
人被刑事拘留），带破盗窃电动车、盗窃公路
货运物资案件 30 余起，缴获 26 辆电动车、空
调 7 台以及皮鞋、衬衣等大量赃物。12 月 6
日，该局依法将 19 名犯罪嫌疑人向周口市
川汇区检察院移送起诉。
6 月份以来，周口市川汇区七一路辖区
内连续发生多起盗窃电动车案件，引起了市
局、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该局立即抽调精
干力量，
采取集中研判案情，
梳理串并同类案
件，每天安排专案民警坚持在易发案路口进
行守候等办法开展先期侦查，力争现场抓获
嫌疑人，
打开案件侦破缺口。通过几天努力，
专案民警在巡逻守候中先后抓获在夜间盗窃
的嫌疑人张某、
方某，
但是盗窃电动四轮车案
件却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
7 月 28 日凌晨，文明路与黄河路交叉口
一小区内又发生一起盗窃电动四轮车案件，
办案民警立即对此案开展侦查工作。经侦
查发现，嫌疑人盗窃四轮车得手后在川汇区
张庄胡同口将车子卖给一名残疾人，专案民
警循线追踪，迅速查明该残疾人为王某。自
此，一个分工明确、盗销一条龙的盗窃犯罪

团伙开始浮出水面。
经查，犯罪嫌疑人位某在周口市区疯狂
作案，盗窃电动车、四轮车、三轮车等 30 余
辆，后由王某转手，再由牛某阳、胡某兰等人
负责销赃；其中，同样参与销赃的犯罪嫌疑
人王某红还伙同李某建等人驾驶五菱货车
在高速路上扒窃空调、洗衣机、油箱等，先后
作案 7 起，
后由单某营负责销赃。
由于案情重大，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王平在接到七一路分局汇报后高度重视，立
即指示多个警种、部门大力支持，全力以赴、
伺机抓捕，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8 月 31
日，七一路分局局长万东伟、政委韩凤城亲
自指挥，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全员上阵，同时
抽调治安、社区的民警，组成多个抓捕组分
别奔赴市区各地以及淮阳县、商水县实施抓
捕。该局民警通过连续 22 天的努力，陆续
将位某市、王某红、单某营、李某建等 22 名
嫌疑人抓捕归案，同时追回被盗车辆 26 辆，
空调 7 台以及皮鞋、衬衫等大量赃物。
11 月 12 日，该局在五一广场举行退赃
会，对该案中追回的电动车、摩托车等车
辆进行了发还，退赃会期间，共计发还受
害群众车辆 16 辆，空调 7 台，总价值达 50
余万元。
目前，
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仨孩子黑户多年 民警帮办户籍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郭利军）“仨孩子的
户口，对俺来说是天大的事，我感激不尽。”
12 月 13 日，家住商水县姚集乡的康某来到
商水县公安局户证部门，感谢户籍民警为
他家排忧解难。
今年 8 月份，涉嫌故意伤害被上海松江
警 方 抓 捕 的 康 某 ，进 了 监 狱 ，妻 子 一 气 之
下，抛开三个孩子远走他乡，无奈三个孩子
只得跟随奶奶生活。眼看着，仨孩子到了
入学的年龄，孙子孙女没户口上不了学，这
可急坏了奶奶，没办法的办法，来到姚集派
出所户籍室。
“ 俺听人家说，只要你这个办
户口的警察，给俺孙子孙女写个户口本，他
们就能上学了，老太太我求你了。”11 月 19
日，康某的母亲来到派出所，原原本本向户
籍民警诉说了仨孙子没有户口的缘由。
“没有想到，为了仨孩子的户口，你们
来到这里找我，我向受害人致歉，都是我的
错。”在看守所，面对户籍民警的这次到来和
讯问，康某对公安机关认真为百姓办实事的
行为表达了自己真诚的谢意，痛改前非积极
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回报社会。11 月 24 日，
市县公安机关户证部门特事特办，为康某的
仨孩子补录户口，这一天，康某也因自己的

良好表现被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走出
了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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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龙喜)12 月
13 日，一辆满载天然气的专用罐式
运输车行驶到扶沟县练寺镇时忽
然轮胎起火燃烧。接警后，练寺派
出所民警协同消防和当地镇政府
迅速处置并成功排险。
当日上午 9 时许，练寺派出所
值班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在练寺
街十字路口，一辆运输天然气的半
挂货车着火。天然气车运输有大
量易燃气体，并且起火位置在镇集
市的繁华区域，人流密集。警情就
是命令，在警情发生第一时间，所
长张慧军组织全所民警迅速赶赴
现场，并将警情向练寺镇政府和公
安局领导及时进行了汇报。
到达现场后，
经初步查看，
系该
半挂天然气CNG运输车后轮刹车抱
死导致后轮刹车片起火，民警立刻
取来灭火器，同该车司乘人员一起
灭火，并从路边群众家中取水对轮
毂进行降温，其余民警协同已经赶
赴现场的镇政府领导一起对周围群
众进行疏散，并对现场进行紧急交
通疏导。这时，消防大队也赶赴现
场，
经过 20 多分钟的努力，
明火被扑
灭。随后，消防官兵对罐体进行降
压、
降温处置，
水流迅速将车轮的高
温驱除，
重大险情成功排除。
经查，该车是周口市到扶沟县
运输天然气的车辆，车辆在行驶中
因半挂槽车后轮刹车抱死引起刹
车油起火燃烧。后经现场抢修，排
除刹车故障后，该车在消防车的护
送下离开扶沟。

淮阳县公安局
打造群众满意的
户政窗口
本报讯(通讯员 耿凯）为了更
加 高 效 、便 捷 地 服 务 广 大 人 民 群
众，淮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窗
口坚持以民生警务为引领、以群众
满意为目标，以开展“两学一做”和
“三亮三评三提升”活动为具体抓
手，着力提升窗口管理服务水平，
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户政窗口。
工作中，户政部门秉持“为民
服务无止境”的工作理念，把户政
工作作为实现群众是否满意的“风
向标”，从加强窗口建设入手，在落
实便民、利民措施上下功夫，充分
发挥户政窗口“法制宣传、服务群
众、联系群众、展示形象”的桥梁、
纽带作用，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新要求，以户政管理工
作创新深化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同时，与“三亮三评三提升”工作方
式紧密结合，通过亮身份、亮职责、
亮单位承诺等要求熟练业务技能，
要求每名党员民警，主动查找短板
问题和薄弱环节，立足岗位勤学苦
练，用能力素质提升工作效率，严
格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从点滴
做起，从细节入手，严格按出户政
受理操作程序办事，严格使用窗口
文明用语，严格警容风纪，严格执
行首问负责制，严格落实窗口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出入户政
窗口管理服务的规范性。
今年以来，该局户政窗口共为
群众办理身份证 119490 人，临时身
份证 13231 人，受到群众的一致好
评。县行政服务中心户政窗口被
评为“优秀红旗窗口”
“ 市级优秀服
务窗口”
“ 党员示范岗”，户政窗口
负责人彭杰被评为全市优质服务
标兵，全年实现了申请人对窗口民
警的服务态度、工作效率满意率均
达 100％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