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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彬 通讯员
高武剑） 今年年初以来，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坚强领
导下，我市公安机关紧密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
庆”实践活动，举全警之力、集
全警之智，以最高标准、最严要
求、最实举措，圆满完成了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任务，
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
的高度褒奖，赢得了全市人民的
赞扬。11 月 25 日，市公安局召
开全市公安机关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总结表彰暨重点工
作推进会，总结讲评大庆安保工
作，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部署年底收官和今冬明春的工
作，谋划明年工作。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鲁文明出席会议，
并为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
市公安局在焦党委成员出席会
议。

鲁文明在讲话中指出，今年
前三季度全市公安机关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始终保持务实
的作风、求实的态度和扎实的工
作，确保了全市政治社会大局稳
定，系列安保万无一失，平安建
设稳步推进，基础工作扎实有
效，公安队伍向上向好。特别是
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坚
强领导下，全市公安机关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各项任
务，取得了大胜全胜完胜，要好
好总结，以利再战。

鲁文明要求，认真分析当前
形势，明确职责任务，全面推动
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向纵深发
展。一是要顺应形势，把握大
局。公安工作发展的战略机遇
已经到来，公安工作面临的形
势更加复杂，公安机关的职责
使命更加鲜明突出，捍卫政治
安全要坚持国内政治优先，维
护社会稳定要确保社会既充满
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保障
人民安宁要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推进公安工作

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二是要突
出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各项工
作进入年底冲刺收官阶段，全市
公安机关要聚精会神，切实抓好
社会稳定、打击防范、服务中
心、基层基础、争先创优五个方
面的工作。三是要党建引领，改
进作风。要切实抓好主题教育，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扛起责任担
当，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公安改
革。四是要总结经验，提前谋
划。工作总结要客观全面，经验
提炼要精准实用，思路谋划要因
地制宜。各单位要在抓好各项工
作冲刺收官的基础上，总结好今
年的工作，总结出好的经验，谋
划好明年的工作。

鲁文明强调，全市公安机关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按照“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总要求，坚持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打造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贡献公
安力量。

会上，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成
绩突出单位修武县公安局、武陟
县公安局、焦南派出所、解放派
出所、定和派出所，先进单位博
爱县公安局、沁阳市公安局、马
村派出所、山阳派出所负责人先
后上台领奖。

全市公安机关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
安保总结表彰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王巴黎） 近期，为做好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市公安局山阳派出所全
警投入“民警联百企”活动中，切实为企业
排忧解难，全力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

围绕“一个中心”。该所始终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针对辖区
企业多、在建项目多以及经济形势复杂、
矛盾纠纷交织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所长
负责机制、专题会议机制、定期研商机制
三项长效工作机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该所中星中队建立警企定期联络会
议制度，每周听取辖区的焦作循环经济集
聚区重点企业情况介绍，针对企业反映的
治安巡逻人员少、时间不固定等问题，迅
速增派巡逻力量、调整巡逻路线、提高巡
逻密度，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夜班员工的安
全感。

做到“两个迅速”。该所一是满足企业治
安需求行动迅速。针对走访调研过程中征集
的企业治安需求问题，在第一时间调查了
解，并协调相关部门加以解决。二是涉企类
案件办理迅速。对于辖区即发涉企类案件，
做到第一时间接警处警、第一时间开展侦办
工作，做到案件快侦、快破、快诉。

力求“三个主动”。该所一是主动为企业
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定期组织治安、法制
等部门召开座谈会，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拿
出可行性解决意见。二是主动开展内部安
全防范培训。民警定期深入企业对内部人
防、物防、技防进行检查，并对相关人员
进行安全防范培训，确保企业内部安全。
三是主动对涉企类案件破案挽损到位。对
涉 企 的 各 类 案 件 做 到 专 案 专 办 、 快 速 侦
破、及时返还涉案财物，保障企业财产安
全和合法权益。近日，该所从一起涉企电信
诈骗案件入手，通过深度研判，相继打掉涉
及20余个省份的以侯某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
集团和以刘某某为首的电信诈骗团伙，刑拘
犯罪嫌疑人3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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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 帆

老人迷路，警察守护。近
日，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民警
一天内连续救助三位迷路老
人，为“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添了彩。

11月28日13时许，该所
巡防大队民警丰东海带领巡防
队员巡逻至焦晋高速路口时，
发现一位老人来回徘徊，还不
时地东张西望。丰东海猜测老
人可能是迷路了，赶紧下车询
问，果然是老人迷了路。考虑
到老人中午没吃饭，他连忙跑

到附近小吃店，买来糖糕、菜
角给老人充饥。等老人回过神
来，他询问得知，老人姓张，
今年 72 岁，老伴在中站区人
民医院住院，陪护间隙出来转
悠迷了路。了解情况后，丰东
海随即开车将老人送到中站区
人民医院。

当日 16 时许，该所巡防
大队民警岳辰接到 110 指令，
称焦煤集团李封电厂门口有一
位迷路老人。他立即带领巡防
队员赶到现场。由于老人年纪
大，吐字不清，他问了半天也
没弄清老人的家庭住址，只知
道老人叫李某，今年 81 岁，

住在一个小区里。为尽快找到
老人的家人，他登录“警务
通”平台，通过半个多小时的
筛选比对，最终确定了老人的
家庭住址，联系上了老人的孙
子，并将老人送到中站区某居
民小区。

当日 21 时 45 分，该所治
安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庞森森
带领辅警处警返回途经许衡广
场时，发现一位老太太坐在路
边发呆，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
抖。庞森森见状，赶紧下车，将
老人搀扶到警车上取暖。经过
耐心询问得知，老人叫蔡某，今
年68岁，当日下午从马村区坐

公交车到中站区看望女儿，因
天黑、路不熟，下车后便迷了
路。老人不知道女儿家的具体
地址，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字条递给庞森森。他拨通字条
上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正是
老人的女儿。他说明情况后，
将老人送到女儿家里。

警方在此温馨提示：家中
有老人的市民要多加注意，老
人因年龄原因记忆衰退、方向
感减弱，极易迷路。家属可以
制作一张联络卡让老人随身携
带，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民警
或者热心群众可以第一时间帮
助老人联系到家人。

用爱守护迷路老人
本报记者 邓 帆

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在大
路上，不知何时后车胎突然少了
两个。近日，孟州市公安局西虢
派出所民警与司机多方寻找，终
于找回了脱落离车的两个轮胎，
消除了交通事故隐患。

11 月 20 日 ， 一 名 司 机 报
警，称自己的半挂车轮胎不见
了。接警后，西虢派出所值班
民警毕国志带领辅警孟海红、
权晓峰立即赶到现场。据司机
讲述，货车在路上行驶期间轮
胎不翼而飞，拐弯的时候他才
从后车镜里看到，也不知道什
么时候掉的。

轮胎问题直接影响车辆安
全，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毕国志立即联系所里民警查
看监控系统，确定轮胎在孟州市
第三大街与长江大道交叉口南侧
路段脱落。他们迅速赶到该路
段，反复巡查，都没有找到丢失
的轮胎，但在路边的绿化带有一
处似乎被轮胎压过的痕迹。随
后，他们兵分两路到周边村庄走
访调查，最终在西虢镇落驾头村
村民刘某家门口找到了半挂车脱
落的轮胎。

经询问，刘某称其回家的路
上看到轮胎在路中间，考虑到过
往车辆较多、危险，就找个车把
轮胎拉到了自己家里。之后，刘
某协助民警将轮胎归还司机。

“逃跑”的轮胎

本报讯（通讯员秦楚楚）近
日，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治安管
理大队光亚中队侦破一起盗窃、
盗用他人身份证案件。

11 月 21 日 7 时许，居民王
某到该所报案，称其在市工业路
附近一网吧上网时手机被盗。接
警后，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和上网
记录查询，很快发现犯罪嫌疑人
身份为正在东北某大学上学的学
生石某。经核查，原来石某的身
份证于今年9月份遗失，犯罪嫌
疑人是盗用他人身份证进行上
网。民警预判犯罪嫌疑人会再次

使用这个身份证上网，随即安排
人员在网吧蹲守。

当日 15 时许，在网吧蹲守
的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再次到网
吧上网，确认其身份后，立即实施
抓捕，并当场从其身上搜出盗用
的石某身份证一张。经审讯，犯
罪嫌疑人杨某对其盗窃手机、盗
用他人身份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在其指认下，民警在一手机
店内将其卖掉的被盗手机追回。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定和警方

侦破一起盗用他人身份证案

耄耋老人办证难
热心辅警来帮助

本报通讯员 张建设

近日，温县公安局番田派出所辅警上
门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拍照办理身份
证，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11月26日上午，该所辅警张志杰在
辖区秦庄村入户走访时，村民秦某反映
家中难处，其90多岁的老母亲因社保验
证需用身份证，可是老人身份证丢失，
又卧床不起，无法到派出所正常办理身
份证。张志杰将这一情况向该所所长李
庆伟作了汇报，李庆伟立即安排辅警马
铭鑫和李金阳带上照相工具赶到秦某家
中。张志杰将老人头发梳理好、衣衫整
理齐，其他辅警帮助老人家属为老人采
集好照片，表示会第一时间将身份证送
到老人家中。

看到老母亲的办证难题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得到解决，秦某喜笑颜开，连声道
谢：“咱派出所的同志真是全心全意为老
百姓服务啊！”街坊邻居也纷纷称赞。

老人推车走夜路
警灯照明送回家

本报通讯员 王 凡

近日，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民警开车
灯为骑车老人照亮回家路，受到群众点
赞。

11月25日20时许，正在辖区巡逻的
民警孙继华在待王街路段看到一位推着三
轮车缓慢行走的老人，天气寒冷，车流不
息，十分危险。孙继华询问老人姓名、住
址等情况，可老人一概不回答。三轮车上
放满纸箱等废品，孙继华猜测老人可能是
收废品的。考虑到老人的安全问题，他让
驾驶员开警车在后面跟着，自己骑三轮车
带着老人，用车灯光照亮道路，走了八公
里才将老人送回家。

儿童涉险过马路
巡逻民警送回家

本报通讯员 马琳娜

近日，孟州市公安局西虢派出所民警
在二广高速孟州站附近巡逻时救助一名走
失儿童，并将其送回家中。

11月20日19时许，该所副所长李自
力带领辅警李凯、汤喜成在二广高速孟州
站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年约10岁的赤
脚男孩突然翻越防护栅栏横穿马路，险些
被过往车辆撞倒。见状，他们立即上前将
男孩带至安全地带并耐心询问，但男孩沉
默不语，遂将其带回派出所。由于男孩不
愿与人交流，身上也没有任何能够联系到
其家属的线索，李自力一方面安排人员走
访附近村民以及过往路人，另一方面电话
联系辖区村组干部，最终通过全义村村干
部得知赤脚男孩是该村王某的孩子。进一
步确认后，他们将男孩送到全义村王某家
中。

据了解，赤脚男孩今年 10 岁，自幼
患上自闭症，家人已经寻找他一下午，十
分着急。看到儿子安然无恙回到家中，王
某连连感谢民警。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
婧）近日，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
在抓获一名吸毒人员后，经深挖
细查，侦破一起贩毒案案件，抓
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当场缴获毒
品2.8克。

11 月 27 日 9 时许，该所禁
毒队在辖区摸排线索时，发现一
名中年男子面黄肌瘦，哈欠连
连，不停地东张西望，行踪十分
诡秘。当民警对其盘查时，该男
子撒腿就跑，民警立即追上将其
控制，当场从其身上搜出毒品
0.5 克。审讯中，该男子称自己
叫江某，温县某村人，对民警讯

问答非所问，拒不交代毒品来
源。经过民警两个多小时的政策
攻心，江某才如实交代其从中站
区刘某手中购买的毒品。

当日 14 时许，民警雷霆出
击，在中站区某小区将刘某抓
获，从其家中搜出毒品 2.3 克。
经审讯获悉，今年 11 月中旬，
刘某幻想“发家致富”，从外地
购买毒品后，卖给吸毒人员江
某，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民警抓
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
刑事拘留，吸毒人员江某被强制
戒毒，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中站警方

侦破一起贩毒案

近日，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五中队与消防部门联合在中
站区龙翔学校举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民警通过消防知识宣传、灭火器材
使用、模拟逃生疏散等方式，增强了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图为民警
在指导老师进行灭火演练。 何登恩 张 婧 摄

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武陟县公安交警大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图为民警和市
民、文明交通志愿者在活动主题横幅上签名。 原凌云 李凯文 摄

近日，孟州市公安局举行了一场小
型退赃会，民警将近期破案追回的现金
及电动三轮车、汽车电瓶、笔记本电脑
等物品发还给失主，失主送锦旗称赞民
警破案神速。图为民警将追回的现金交
到失主手中。马琳娜 梁庆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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