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营速写警营速写

本报讯（记者邓帆）近日，市公安局山阳分局新城
派出所恩华警务室民警王俊华、庞继军在辖区开展“千
警进万家”活动时，成功摸排化解了一起矛盾纠纷。

山阳区恩华社区的八十岁杨老和邻居蔡阿姨因生活
琐事两家人磕磕绊绊二十多年了，近日因为污水管道清
理改建费又闹起了矛盾。前段时间社区组织进行各家户
门前污水管道清理改建，当时蔡阿姨不在焦作，在深圳
看孙子，但如果蔡阿姨家不进行改建的话，工期就无法
正常开展。杨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蔡阿姨不知情的
情况下，主动垫付了50元改建费，使得污水管道清理
改建工作正常开展。蔡阿姨从深圳回来后，并不知道有
这事，中间有听其他人说起这事，也是半信半疑。

民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在民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
导下，蔡阿姨知道了杨老近几年来为了邻居和睦，默默
做了好多事，内心很是感动并深感愧疚。第二天，蔡阿
姨拿了五斤鸡蛋，找到杨老要求和好。杨老深情说：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抵对门啊，希望我们今后做好
邻居。”

邻里纠纷二十年
民警调解笑开颜

本报讯（通讯员郑飞帆）近日，武陟县公安局在县
人民广场举行“我为群众办实事”退赃大会，向受害群
众退还涉案车辆5辆、手机21部、现金25万余元以及
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集中展示该局近期在打击刑事违
法犯罪中取得的成果。

今年年初以来，该局严厉打刑事犯罪，强力推动
“平安守护—大美武陟”行动，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常态化开展，集全警之力，聚全警之智，实行整体联
动、快速反应，形成打击合力，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打掉了一批犯罪团
伙、惩治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

4月1日11时，在退赃会上，该局向人民群众通报
了近期开展打击违法犯罪工作，向被害群众返还被盗物
品，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的决心和信心，提醒
群众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防盗防骗。

武陟县公安局召开
“我为群众办实事”退赃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刘薇）近日，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分局苏家作派出所民警赵建芳在入户走访期间，
成功化解了父子之间矛盾，受到群众赞扬。

3月30日，该所民警赵建芳走访时发现一位老人坐
在家门口唉声叹气，嘟嘟囔囔说：“没天理了！儿子打
老子了！”赵建芳听后立即上前询问。原来，前两天霍
大爷的儿子因为工作问题与他产生不同意见，俩人起了
争执，小霍喝了点酒，便推了父亲一下。

经走访，这对父子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俩人经
常因为一些家庭琐事闹矛盾，久而久之，父子之间的隔
阂就越来越深。得知此情况后，赵建芳联系村干部对霍
家父子进行调解。本着不激化矛盾、以亲情感化的原
则，赵建芳与霍大爷的女儿取得联系，让霍大爷的女儿
把小霍带到村委会，先对小霍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后，
赵建芳将霍大爷也带到村委会。经过4个小时不懈地劝
说、调解，不善言辞的父子俩终于敞开了心扉，互相倾
诉，愧疚的小霍痛哭流涕地向父亲道歉。霍大爷的女儿
紧紧握住赵建芳的手，再三鞠躬致谢。最后，赵建芳用
手机为紧紧相拥的三人拍下了一张久违的全家福。

民警入户走访化解父子矛盾

本报讯（通讯员马琳娜）“太感谢你们了！小侄女
能够找到，多亏有了你们！”近日，孟州市公安局南庄
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遇到一位迷路的小女孩，经过努力
最终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家人身边。

近日，南庄派出所民警李雪峰、李治国等在辖区巡
逻时，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独自沿路边哭着往村口
走，孩子身旁也没有大人陪伴，随即下车查看情况。由
于孩子尚小，无法进行有效沟通，看到民警有些胆怯。
民警耐心和小女孩交流，还拿来纸巾为其擦眼泪。过了
一会儿，孩子的情绪逐渐稳定，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民警通过查询找到孩子父亲的电话，并与其取得
联系。原来，小女孩当天是从舅舅家独自跑出来玩，走
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

得知孩子找到了，小女孩的舅舅很快就赶到了现
场，安全地领回了迷路的小女孩。

两岁孩童贪玩走失
民警帮助找到家人

本报讯（通讯员刘薇）近日，一名女子带着“忠于
职守、服务周到”的锦旗来到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局文苑派出所户籍室，感谢户籍民警为其快速补办
临时身份证，让其可以顺利参加考试。

3月2日10时许，一名女子匆匆来到该局文苑派出
所户籍室，一进门就哭着说：“我马上就要考试了，身
份证却丢了，这该怎么办呀？”户籍民警金国佳见状，
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立即着手为她补办身份证。但因
该群众户口不在焦作，办理异地临时身份证需要其户籍
地公安机关经过三个工作日审批后才能出证。金国佳随
即向主管户籍的领导汇报了该情况，希望能申请加快上
报流程。经过与市局结合，同时联系到该群众户籍地公
安机关说明情况，在户籍民警的不懈努力下，很快为该
女子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拿到身份证时，该女子连声道
谢：“没想到这么快！太意外了！太感谢了！这下我可
以顺利参加考试了！”。

3月24日，该女子专门制作了锦旗，送到派出所户
籍室，高度赞扬民警及时为其解决难题，为群众办实
事。

参加考试却丢证
民警火速帮办理

本报讯（记者邓帆） 近日，
温县公安局在市局相关警种部门
的支持下，通过缜密侦查、分析
研判，转战山西、广西、福建、
湖南、陕西、广东、重庆多省市
进行抓捕，成功侦破跨七省特大
电信诈骗案，截至目前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27名。

2 月 25 日 23 时许，温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群众袁某报警，
称被人诱导下载了一款快彩类
APP，并按照对方要求下注 35
万余元之后无法提现。接警后，
该局抽调刑侦、网监等警力组成
专案组，迅速开展案件侦破工

作。
经专案组分析研判，初步确

定了数名嫌疑人所在地区。3月
6 日，专案组民警赶赴全国各地
对涉案嫌疑人进行抓捕，先后成
功将山西省3名嫌疑人、广西壮
族自治区1名嫌疑人抓获归案。3
月17日至31日，又陆续前往福
建、湖南、陕西、重庆、广东等
地进行抓捕，截至目前共计抓获
嫌疑人27名。经讯问，涉案犯罪
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27 名涉案嫌疑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
审理中。

温县警方转战七省
侦破特大电信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
婧）近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闻
警而动、雷霆出击，成功捣毁一
赌博窝点，抓获 2 名犯罪嫌疑
人、11名违法行为人。

3 月 30 日 15 时许，该局许
衡派出所民警在辖区走访时，发
现中站区一理发店内开设赌博窝
点。随后，该所迅速组织民警、
辅警赶赴现场，当场抓获胡某、
王某、吴某、刘某等 13 名违法
行为人，缴获自动麻将桌 1 台、

赌资5000余元。
经审讯，自今年 1 月份以

来，犯罪嫌疑人胡某、王某两人
以营利为目的，合伙在某理发店
内设立赌场，纠集社会闲散人员
利用麻将牌打晃晃进行赌博，从
中非法获取暴利。胡某、王某对
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吴某、刘某等
11 名违法行为人被警方行政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中站警方捣毁一赌博窝点

本报讯（通讯员高武剑）为深
入推进全市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充分发挥“一把手”引学、带
学、促学的模范带头作用，近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鲁文明以《学习红色历史 汲取奋
进力量 深入开展教育整顿解决突
出问题 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焦作公安铁军》为主题，为全市公
安民警上了一堂教育深刻的专题党
课。

在授课中，鲁文明紧紧围绕
“回顾党的历史，紧密结合党史教
育学习，深入推进教育整顿工作走

深走实”这条主线，结合自身的学
习体会，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开展教
育整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焦作公安队伍。

鲁文明指出，要学史明理，领
悟党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和理解
教育整顿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
百年历史是一部自我革命、自我净
化史，是一部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
英雄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开天
辟地的斗争史，要把开展公安队伍
教育整顿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贯通起来，充分认识到
这次教育整顿是党自我革命、自我

净化的一次红色传承；充分认识到
这次教育整顿是公安队伍新时代、
新征程的一次深度淬炼；充分认识
到这次教育整顿是党史学习和公安
队伍建设的一次全面契合。

鲁文明强调，要学史崇德，发
扬党的红色精神，忠实践行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历史使命。面临新的挑
战、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以教
育整顿为载体，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传承发扬党的红色精神，坚
决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警魂；要全
面践行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努力
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

生活；要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贯穿到公安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当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护航
员”“裁判员”；要坚持“学本领”

“干在先”“冲得上”，切实把心思
用在努力工作上、把智慧用在干事
创业上、把精力用在狠抓落实上，
忠实履行好肩负的职责使命。

鲁文明要求，要学史力行，坚
守党的优良品质，努力锻造“四个
铁一般”的公安队伍。广大公安民
警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要深刻领悟
党在革命奋斗中形成的优良品质，
坚持从严管党治警，切实打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要树好标杆、做
出样子；要德位相称、素位而行；
要清晨之问、静夜之思；要常若有
过、旁若有人；要时刻保持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的“三
如”心态；要想全想细想万一、抓
早抓小抓苗头、认真较真不天真。

通过党课学习，广大民警纷纷
表示，要用学习党史知识点燃工作
热情，努力推动焦作公安工作高质
量跨越发展，以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检验教
育整顿成效，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市公安局举办教育整顿活动专题党课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许淼
垚）连日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三
措并举，深入开展教育整顿，实现
教育整顿与中心工作“两促进、两
不误”，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头雁引领，精心谋划。该局多
次召开党委会，研究制订教育整顿
方案，成立领导小组，从全局范围
内抽调 10 名精干警力，设立专门
办公室，明确职责任务，做到教育
整顿与中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同落实。从局长到班子成员认真落
实“一把手”责任制、“一岗双
责”制度，自我加压、示范引领、

多管齐下，狠抓教育整顿措施落
实。

突出重点，营造氛围。该局把
教育整顿与严打整治、“一标三
实”“千名干警进万家，为民服务
守安宁”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悬
挂条幅16条，制作宣传栏6个、宣
传板面 14 块，利用“平安中站”
微博微信发布教育整顿信息 80 余
条；采取“铁警夜校”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集中学习必读篇目文章；
看望慰问“太行八英”老英雄赵桂
英，参观王封矿西大井红色教育基
地；用身边榜样陈小斌等模范事迹

教育民警。
全面发力，成效显著。该局突

出关键环节，聚焦重点，统筹兼
顾，及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战
果。3月4日，禁毒中队在解放区
捣毁一个吸毒窝点。3月15日，刑
事侦查二中队抓获2名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嫌疑人。3月16日，许衡派
出所、刑事侦查三中队先后在新
乡、马村区抓获3名逃犯。教育整
顿以来，该局共走访群众400余人，
化解矛盾纠纷15起，侦破各类案件
25起，抓获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26件（次）。

中站分局三措并举深入开展教育整顿

近日，为深入开展教育整顿，市公安局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组织民警到市廉洁教育基
地学习参观。 高 新 摄

近日，孟州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到干沟桥村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缅怀先烈丰功伟
绩，接受红色传统教育。马琳娜 梁庆丰 摄

近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组织民警来到中
站区“西大井 1919”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传承焦作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全
力推动教育整顿。 何登恩 许淼垚 摄

➡近日，武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6个中队的民警
分赴部分中心小学，以“交通安全记心中”为主题，广泛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图为民警在古徐店小学上交通安全知
识课。 原凌云 王秀芳 摄

⬅近日，市公安局山阳分局以召开座谈
会、进社区、进企业等方式，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努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图为民警深入
社区向辖区群众讲解安全防范知识。

秦 楚 摄

➡ 4 月 2 日 ，
武陟县公安局组织
40 多名党员发展
对象、重点培养对
象、入党积极分
子、新入警人员和
青年民警代表到武
陟县烈士陵园举办

“ 弘 扬 英 烈 精 神
争做忠诚卫士”主
题教育活动。

郑飞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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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温县公安局
组织开展“学身边榜样 铸公
安铁军”演讲比赛。

张建设 摄

➡近日，温县公安局组织
民警及家属代表来到安乐寨村
兄弟书屋，学习廉洁家风事
迹。

张建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