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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彬 通讯员
高武剑）4月9日上午，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鲁文明到定和派
出所调研指导工作。

在同该所党委班子成员及民
警代表座谈时，鲁文明听取了
该所辖区基本情况、整体工作
情况和 2019 年工作思路，称赞
定 和 派 出 所 党 委 班 子 团 结 有
力、业务工作成绩突出、党建
工作保持领先、民警队伍基本
稳定。

就 如 何 开 展 下 一 步 工 作 ，
鲁文明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是
重点关注辖区高校维稳工作。
定和派出所辖区高校多，要随
时把握高校师生的思想动态，
配合高校党委做好相关工作。
二 是 重 点 关 注 打 击 专 业 性 问
题。要积极研究网络诈骗类案
件，利用多种手段研判案件，
瞄准多发的、群众关注的案件
进行专项打击，增强群众安全
感。三是重点关注城区防控工

作。要树立“宁可备而不用，
不可用而不备”的理念，提升街
面巡逻力量快速反应能力，鼓励
群众积极参与群防群治，做实防
控工作。四是增强服务意识。首
先要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服务中
心工作的理念，特别是市太极体
育中心位于定和派出所辖区，

“一赛一节”将要在此举办，更
要围绕中心工作作好服务；其
次要把服务群众当成大事，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能管的

都要管、能干的都要干，让群
众安心、放心，感受到公安队
伍的正能量。五是加强公安队
伍建设。要牢固树立党建引领
的理念，明确政治立场、加强
理论学习、坚持政治引领，保
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
党建工作真正与队建、业务工
作结合起来。要严厉查处违法
违纪行为，形成法制、纪检、
督察、信访等监督合力，对明

知故犯的违法违纪行为硬起手
腕、处理到底。要真正厚爱民警
队伍，关心、关爱每一位同志，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沉下心与基层
同志进行交流，让大家有荣誉
感、归属感。

定和派出所所长王亚斌表
示，2019年，定和派出所一定会
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积极调整工作状态，找准工作关
键点，用实际行动向市公安局党
委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鲁文明到定和派出所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记者 邓 帆

4月11日上午，孟州市大定
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老师——穿
着警服的“警察爸爸”，他是孟
州市公安局大定派出所民警李
一，也是该校二年级学生李明泽
的爸爸，他和同事为孩子们带来
一场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主题
课。

课堂上，李一利用生动有趣
的图片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讲解各种防拐骗知识，并
通过孩子们喜爱的动画故事和问
答互动，充分激发他们的参与热
情。同时，民警用典型案例来告
知孩子们，上下学路上要注意安
全，遇到事情不好奇、不围观；
教孩子们如何辨别他人的示好、
如何拒绝别人的诱惑，告诉教职
员工在突发情况下的幼儿安全保
护和应急对策。

此次安全教育主题课给该校
的教育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增强了学生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警察爸爸”进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王伟）为进
一步遏制“黄赌”高发势头，净
化社会风气，市公安局焦南派出
所近日组织开展涉黄重点区域集
中整治行动，通过深挖细查、主
动出击，捣毁和查封涉黄各类场
所 17 个，抓获组织卖淫人员 2
名、卖淫嫖娼人员16名。

近段时间，针对市建设路与
焦武路周边涉黄警情举报多、打
击后又复发的实际情况，该所在

认真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抽调多
名民警进行蹲点守候、暗访侦
查。4月9日，该所出动民警60
余名、车辆9辆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在市建设路与焦武路丁字口
周边捣毁存在卖淫嫖娼情况的足
疗店、按摩店 10 家，查封涉黄
场所7个，抓获卖淫嫖娼人员16
名、组织卖淫人员2名，涉黄重
点区域集中整治行动取得了初步
成效。

焦南警方

集中整治涉黄重点区域

本报记者 邓 帆

春意渐浓，万物勃发。4月
9日和10日，市公安局山阳派出
所机关食堂里热闹非凡，该所分
别4月出生的民警和辅警举行简
单而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欢声笑
语充满了整个警营。

生日会上，该所领导向过生
日的民警和辅警送上诚挚祝福、

生日蛋糕，希望他们以警营为
家，在这个大家庭里有所为、有
所爱、有所得。大家围坐在桌前
许愿、吹蜡烛、切蛋糕，脸上洋
溢着幸福与感动。现场也因为有
了组织的参与，更显得情意浓
浓。

集体生日会是该所党委创新
从优待警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让全体民警和辅警感受到山阳公
安这个警营就是自己的家。

警营生日会暖人心

本报记者 邓 帆

4月10日6时许，武陟县公
安交警大队接到武陟县公安局木
城派出所的电话，称一名女子开
车到派出所报案，满嘴酒气，涉
嫌酒后驾驶，要求交警前去处
理。

民警经询问得知，该女子姬
某系解放区人，谈了一个武陟的
男朋友席某，席某在武陟县城某
KTV上班。4月9日19时许，两
人开车到我市市区一家饭店吃
饭，饭后姬某去找朋友取东西，
席某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开着姬
某的红色轿车回武陟县城上班，
姬某左等右等不见席某，得知席
某开车回武陟后非常生气。直到
次日0时，席某驾车到市区，两

人又开车去武陟，途中因为小事
发生争吵。

4月10日1时许，两人到一
家饭店喝酒，一直喝到天色将
亮，姬某总共喝了六瓶啤酒。
两人再度发生争执，席某一怒
之下动手打了姬某，姬某借着
酒 劲 驾 车 直 奔 木 城 派 出 所 报
案，席某随后赶到，举报姬某
酒后驾车。

民警对姬某进行酒精检测，
其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很高，
涉嫌危险驾驶。随后，姬某被移
交武陟县公安交警大队案件中队
进一步处理，民警多方搜集证据，
并对其血样检测，血样检测的酒
精含量为 118.64mg/100m1。根
据姬某的行为，武陟警方以涉嫌
危险驾驶罪对其刑事拘留。

女子酒后驾车去报警
涉嫌危险驾驶被刑拘

温县警方
抓获一名入室盗窃嫌犯

本报讯（通讯员任复艳）近日，温县公安
局赵堡派出所经过深入摸排，果断行动，抓获
一名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查获被盗红酒7箱
42瓶、白酒1瓶、食用油3桶。

4 月 3 日 9 时许，该所民警在辖区走访
时，有群众反映赵堡村村民宋某某近两天玩起
了“高雅”——喝红酒，其所喝红酒看上去挺
高端，还把红酒送给本村侯某一瓶。民警进一
步了解发现，宋某某每天游手好闲，嗜酒如
命，无正常经济来源。其所喝红酒从何而来？
民警兵分两路，进村走访调查。调查中，赵某
某反映其家中的红酒和白酒、食用油被盗，并
经过辨认，称宋某某扔掉的红酒酒瓶正是自家
被盗红酒的酒瓶。宋某某有入室盗窃嫌疑。在
前期秘密侦查宋某某行踪的基础上，民警于4
月4日早上依法传唤宋某某。早上便已醉醺醺
的宋某某拒不承认其盗窃行为。民警依法对宋
某某家中进行检查，在其卧室床下发现被盗的
7 箱红酒共计 42 瓶、白酒 1 瓶、食用油 3 桶。
面对在自家查获的赃物，宋某某对其于4月1
日14时许窜至邻居家中盗窃物品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宋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通讯员 马 斌
贺龙飞

近日，博爱县公安交警大队
依法查处了一起酒驾案件，民警
严格按照法律对当事人给予罚款
处理。这本是一起普通案件，但
结果出人意料：违法人感动不
已，知情群众交口称赞。法与情
看似一对矛盾，但博爱交警以他
们的爱心和善良，实现了法与情
有机融合的双赢。

3月31日，该大队三中队民
警武建华带领辅警杨长海、李友
谊、焦小兵等巡逻到焦克路柏山
山口处时，一辆无号牌摩托车自
东向西驶来。武建华发现车辆行
驶得歪歪扭扭，遂示意该车停车
接受检查。经对驾驶人张某某进
行酒精呼气检测，酒精值超标，
张某某涉嫌酒后驾车。随后，民
警对张某某作出罚款处理。

在对张某某酒驾违法行为的
处理过程中，武建华了解到，
张某某是博爱县寨豁乡桥沟村
人，父母年迈且都身患疾病、

长年吃药，家庭特别困难。因
为这一情况，武建华向张某某
讲解了酒驾危害和相关法规，
取 得 了 张 某 某 及 其 家 人 的 理
解。虽然家庭困难，张某某一
家还是及时缴纳了违法罚款，
维护了法律尊严。

酒驾案件处理后，武建华想
到张某某家的困难，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他和辅警杨长海、李友
谊、焦小兵等人对张某某的境遇
深表同情，决定捐款捐物，帮助
这个家庭。4月9日上午，武建
华等人带着捐款和生活用品，来
到桥沟村张某某家中慰问。民警
们与张某某的父母拉家常，关切
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
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民警们的
这一举动，深深感动了张某某一
家及其邻居。临别时，张某某的
父母老泪纵横，拉着民警的手连
声道谢。

法律无情人有情。一次依法
处罚、一次真情慰问，博爱交警
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促进了警
民和谐，树立了公安队伍的良好
形象。

一起酒驾引出的感人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马琳娜） 去
年 11 月 14 日上午，孟州市公安
局赵和派出所户籍室里排着长
队，民警在热心地为群众办理业
务。这时，一位年轻人焦急赶
来，称其祖父不慎将身份证遗
失，现因办理住院报销手续急需
补办身份证，而其祖父腿脚不
便、不能等候太久，他看到办事
的人太多犯了愁。了解情况后，
民警郝慧边安慰他们，边征求其
他办事群众的理解。得到其他办
事群众支持后，郝慧优先为老人
办理了身份证手续。得知他们住
址距离城区较远，郝慧又立即与
孟州市行政服务大厅民警联系，
为老人提前申请办理临时身份
证，并告知他们详细取证路线。

这是孟州市公安局用心用情
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去年以
来，该局牢牢把握为民服务这一
根本宗旨，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
社会公共安全的新要求，坚持以
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
战，切实当好平安孟州建设的主
力军、守护神，不断提升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该局巧妙搭建“互联网+便
民服务”平台，把出入境和户籍
窗口自助服务、预约服务、延时
服务融入群众生活。大力推行网
上申领、网上审批、“一次办
妥”，增配人像指纹离线采集一
体设备，为出行不便的群众提供
上门服务。不断丰富“就近办
理、异地办理”服务，全市所有

户籍窗口均实现居民身份证异地
办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进
一步推行“同城通办、一站办
结、智能告知”服务，取消准迁
证和迁移证发放制度，实现了

“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在 2018 年全省政法机关公

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测评中，
我们局分别居第三十八位、第三
位，创历史新高。”孟州市公安
局局长张新武自豪地说。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哪
儿，公安的服务就跟到哪儿。为
配合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孟州市公安交警大队严格按
照相关工作要求，认真负责、在
岗履职，严禁高排放车辆进入市
区。

去年 11 月 15 日早上，正值
上班高峰期，两辆运输水泥的商
砼车由东向西沿孟州市区河雍大
街行驶，该大队一中队执勤民警
示意其停车检查。检查中，民警
发现一辆车号牌污损严重，另一
辆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嫌疑。为
躲避检查，两名驾驶人不愿提供
驾驶证件。民警通过信息查询，
发现驾驶人贾某某的驾驶证已被
注销，驾驶人邓某某所持的驾驶
证不符合所驾车车型。随后，民
警对两辆违法车作出暂扣处理，
对两名驾驶人处以行政拘留。

这是孟州市公安局全警参与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一个例
子，也是该局积极参与孟州市“三

城同创”，主动服务孟州市“三十
工程”，全力护航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工作的生动实践。该局不断
强化工作措施，依法严厉查处渣
土车交通违法行为，开展日常集
中整治和夜间管控，形成严管严
控的强大态势，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如今在孟州市，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现象全面禁绝，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位居焦作全市前列，公
安机关对此贡献巨大、功不可
没。同时，在债权清收追缴工作
中，该局帮助追缴现金1560万元，
督促企业达成还款协议金额总计
2.06亿元，受到孟州市委、市政府
多次表扬，被评为南庄毛皮群污
染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

孟州警方：真情服务百姓 守护一方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刘超）近日，市
公安局中站派出所快速反应、雷霆出击，端掉
一个赌博窝点，当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5
名，缴获全自动麻将机4台、赌资6万余元。

3月28日16时50分，中站派出所治安管
理大队民警走访至中站区某村时，发现一临街
房屋内人员出入频繁，周围停放着许多车辆，
情形十分可疑。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不动声
色，立即展开进一步侦查，透过房屋后窗，隐
隐约约听到打麻将的声音，确认此处是一隐藏
较深的赌博窝点。

17时40分，该大队接到民警的信息反馈
后，随即向中站派出所领导汇报。该所迅速集
结治安、案侦等警种30余名民警，火速赶赴
该村实施抓捕行动。18时10分，民警在现场
与走访民警会合，对赌博窝点形成包围态势。
随着一声令下，民警冲进院内，控制三楼赌博
窝点，当场抓获许某、王某、丁某、阎某等
35名赌博人员，缴获全自动麻将机4台、赌资
6万余元。

经突审获悉，自今年3月底以来，为非法
获利，许某、王某、丁某、阎某等7人合伙购
买全自动麻将机等赌具，在中站区某村租赁一
民房三楼开设赌场，组织社会闲散人员聚众赌
博。

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王某、丁某、阎
某等7人已被刑事拘留，李某等17名参赌人员
被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中站警方
端掉一个赌博窝点

⬆4月15日上午，温县公安局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以发放宣传图册、悬挂横幅、设立咨询
台、摆放宣传版面等形式，向群众解读预防恐怖活动的基本知识、正确识别和举报涉恐可疑情况等内容，增强了
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意识。图为民警在温县太极游园向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知识。 张建设 摄

⬅为普及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常识，最大限度地
减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的发生，市公安局定和
派出所近日组织民警在焦
作大学老校区开展了防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图
为民警在向大学生进行防
诈骗安全宣传。

张 玮 摄

➡4 月 12 日，武陟县
公安交警大队联合城管部
门在县城兴华路严管街上
整治占道经营。为创优交
通环境，武陟县政府牵
头，组织各乡镇 （街道）
以及公安、交通、城管、
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集中整治占道经营、
马路市场、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乱
象，为群众出行打造安
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
境。

文立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