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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秦楚） 为进一
步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法治观念，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市
公安局山阳分局结合辖区各校园周
边治安形势和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深
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开展“护学
岗”和“开学第一课”法治与安全
宣传活动。

提前介入，撑起“平安伞”。开
学前夕，山阳分局扎实推进“护校安
园”专项行动，深入辖区校园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检查，对各学校的消防设
备、专职保安配备情况、硬隔离设
施、视频监控覆盖面等进行了逐一检
查，督促校园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制，
把好源头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及时发

现消除安全隐患。
站好护学岗，守住“安全门”。

“同学，请测量体温后进入校园。”在
焦东路小学、塔南路小学门口，民警
坚守岗位，引导学生有序进入校园。
在辖区各学校门口，该分局设立了护
学岗，落实“高峰勤务”值守机制，
民警提前到岗到位，做好各项安保准
备工作，为学生守住“安全门”。各
派出所和巡逻防控大队民警结合工作
实际，加强学生上下学时段和校园周
边道路的巡逻管控，加大对学校门前
及周边道路的巡查力度，改善校园周
边交通环境，最大限度提高校园周边
的见警率和管事率，确保学校治安秩
序井然。

走 进 校 园 ， 上 好 “ 开 学 第 一
课”。近日，山阳分局民警纷纷走进
校园，为广大师生带去生动的“开学
第一课”。民警们认真梳理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隐患问题，
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征及近
期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一些典型案例，
利用 PPT 课件、现场互动解答、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并结合平时工作
经验，向师生传授防诈骗、防盗抢、
防校园欺凌、远离“黄赌毒”、消防
安全等方面的常识和技能，并动员广
大师生、家长们注册安装“国家反诈
中心”APP，时刻帮助辖区群众守住
自己的“钱袋子”。

山阳警方全力护航开学季

本报讯（通讯员郑飞帆） 连日
来，随着各学校陆续开学，为进一步
维护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确保开学季
校园安全秩序稳定，武陟县公安局开
启“护学模式”，守护学生们的安
全，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有
序的教学环境。

加强巡逻常态化，净化校园周
边环境。该局提前谋划、主动作
为，针对校园周边车流量增大的现
状，民辅警在学生上下学的重点时
段，进行“护学岗”服务，护送学生

安全过马路，严防各类案事件发生。
组织特巡警对校园及其周边进行巡
逻，加强对学校路段交通秩序维护和
违法查处力度，做到见警灯、见警
车、见警察，确保学生上下学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

加强安全排查常态化，确保校园
内外安全稳定。由社区民警联合学校
提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
教室、宿舍、食堂等部位进行隐患排
查整治。对校园及周边营业场所消防
安全设施的运行、维护进行全面检

查，严防火灾事故发生，为学生返校
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加强线上安全宣传，增强学生安
全意识。民警化身交通、校园安全老
师“线上教学”，利用武陟公安微信
公众号、武陟警方发布订阅号、武陟
警方抖音等媒体平台传授交通安全、
校园安全知识，有针对性地将交通安
全知识、交通法规、校园安全等及时
推广传播，使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知
识融入每个家长和学生心中。

武陟警方开启“护学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吕静茹）近
日，市公安局解放分局通过多种
侦查手段，成功侦破市公安局 B
级挂牌督办案件，抓获嫌疑人 1
名，侦破跨市系列盗窃案件9起。

8 月 31 日，解放区铜马附近
发生多起盗窃门店和车内物品案
件，社会影响恶劣。接警后，解
放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立即对该案
件进行研判，分析该案件极有可
能是系列盗窃案。为及时侦破案
件，挽回群众损失，该大队成立

专案组，迅速对该案件进行强力
攻坚。专案组通过多种侦查手
段，锁定一名可疑人员黄某某，
并于9月2日在洛阳市一酒店内将
嫌疑人黄某某成功抓获。经讯
问，嫌疑人黄某某供述了其在南
阳市实施盗窃 2 次，在洛阳市实
施盗窃3次，在我市实施盗窃4次
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解放警方

侦破市局B级挂牌督办案

本报讯（通讯员郑飞帆）近
日，武陟县公安局詹店派出所民
警及时帮助迷路老人找到家人，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9月9日上午，该所民警周海
斌、辅警闫宁正在值班室，听到
门外传来嘈杂声，立即出门查
看，发现一位老人浑身是土躺在
地上，民警立即将老人扶至值班
室。经了解围观群众得知：该老
人自己骑自行车从西仲许村出来
后迷路，来到詹店，摔倒在路边
被群众扶起后发现该老人有些神
志不清，便将老人领至派出所，
刚到派出所门口老人就倒在了地

上。
该老人大约70岁，说话语无

伦次，疑似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民警询问其姓名及家庭住址，老
人回答含糊不清，身上也没有任
何物品可以证明身份。民警一边
细心照顾、安抚老人，为老人准备
食品和饮用水，一边继续尝试与
老人沟通。当询问老人是否有孩
子，老人说出多个名字，民警通过
多次查询找到老人家属的联系方
式，并通过视频确系其父亲。

当家属赶到派出所，看到老
人安然无恙，激动地握着民警的
手连声感谢。

老人独自出门迷路
民警帮助找到家人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设）近
日，温县公安局接到一起篮球场
手机被盗案，该局迅速开展案件
侦查，犯罪嫌疑人高某落网，群
众被盗的两部手机顺利追回。

7月23日17时许，几名群众
在温县老蟒河桥附近的公园打篮
球，中场休息时李某及宋某发现
自己放在电动车车篮里的手机被
盗。随即，他们拨打了报警电
话。

由于篮球场附近没有监控，
加上公共场所往来群众也非常
多，这给民警排查工作带来了很

大困难。经过缜密的侦查和线索
摸排，曾有盗窃前科的高某进入
了民警视线。据调查，高某最近
曾兜售过旧手机。民警顺着这条
线索继续侦查，在证据逐步完善
后，9月7日，民警将高某一举抓
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高某对
自己7月23日在篮球场盗窃两部
手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民警
在其家中找到一部手机，另一部
手机也被成功追回。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
理中。

温县警方

侦破一起手机被盗案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
婧）近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经
过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起妨害
信用卡管理案，抓获 6 名犯罪嫌
疑人。

8 月 16 日，该局经济犯罪侦
查大队接到某银行预警，称马村
区的江某、汪某、孙某、史某、
刘某、许某 6 人银行卡交易异
常，涉嫌买卖银行卡进行洗钱犯
罪。接警后，民警立即围绕江某
等 6 人展开侦查，很快锁定其犯
罪证据，并采取蹲点守候等方
法，对江某等6人实施抓捕。8月
26日19时许，当犯罪嫌疑人江某
途经马村区某路口时，被蹲守民

警抓获。9月5日6时许，抓捕民
警在马村区某村汪某家中将其抓
获。9月7日，民警顺线追踪，陆
续在马村区将孙某、史某、刘
某、许某4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获悉，自去年10月以
来，犯罪嫌疑人江某、汪某、孙
某、史某、刘某、许某高额收购
朋友、亲属办理的银行卡，卖给
境外赌博犯罪团伙洗钱使用，非
法获利 3 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江
某等6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汪
某、孙某、史某、刘某、许某已
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中站警方

侦破一起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本报讯（通讯员马琳娜）“我
父亲从 15 时出门后一直没有回
家，老人年龄较大，走路不方
便，害怕出意外，请帮忙寻找！”
9月7日晚，孟州市公安局会昌派
出所接到了群众耿某的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吴黎
明、辅警赵志斌等迅速兵分两路
在街面地毯式巡逻查找，发现老
人曾在黄河大坝附近出现。

事不宜迟，赵志斌协同其家
人即赶到黄河大坝附近，沿着大
坝对每个村路口进行细致反复排

查。最终，在西虢滩 2 号坝上找
到了走失的老人。当老人看到民
警及其家人赶来时，激动不已。
随后，民警从车上拿来水安慰着
老人，帮助其情绪慢慢稳定下
来。原来，老人午休起来后，本
想着出去遛遛弯，谁知越走越
远，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
了。

“谢谢！谢谢！要不是大家的努
力帮忙寻找，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老人安然无恙，其家属不停
地向民警表示感谢。

八旬老人外出走失
民警争分夺秒寻回

本报讯 （记者邓帆） 民警
“零距离”服务受到百姓赞许。近
日，孟州市公安局南庄派出所民
警上门帮助村民张某办证，解决
了他们一家人的难题。

9月8日上午，南庄派出所户
籍民警李玥在辖区走访中了解
到，村民张某因自幼患病导致其
行动不便，近期在办理报销手续
时，其父母不慎将张某的身份证
丢失，十分着急。

了解情况后，李玥立即返回

所里，携带照相设备到张某家
中，帮助他整理好形象引导其拍
下证件照，并现场协助她采集指
纹信息。同时，民警为张某某开
启绿色通道，顺利办理了二代身
份证。临走时，李玥告诉其家
属，只需要耐心等待几天，身
份证制好后会第一时间送到家
中。

“谢谢，这真是帮我们解决了
一大难题。”张某的父母连声向民
警道谢。

民警入户办证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李亚飞、李昊）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抓
好市委、市政府“守规矩、懂业务、真落
实”活动和省厅“机关带系统转行风”活
动部署落实，9月10日，市公安局邀请中共
河南省委党校讲师、历史学博士尚方超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专
题讲座。专题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组

织，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鲁文
明，市公安局在焦党委成员、各单位中层以
上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代表参加学习。

尚方超博士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的政治宣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题，从一个
主题、一个精神、四个伟大成就、五个庄严
宣告、九个必须、港澳台问题以及最后的
寄予、号召、展望等6个部分，对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
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
和系统讲解。尚方超博士的授课站位高、
解读深、分析透，对全体党员民警深刻领
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切实增
强学习贯彻的主动性、自觉性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专题讲座后，参加学习的民警纷纷表

示，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明确了方向，提升了动力，将紧密结合新
时代公安工作要求，把激发出来的热情转
化为做好公安工作的强大动力，把学习成
果体现为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
项措施落实的实际行动，以确保社会大局
持续安全稳定的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市公安局举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邓帆） 9月6日，市公安局
山阳分局党委组织召开“守规矩、懂业务、真
落实”活动动员会。

该分局要求，一是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
是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单位及民
警家庭的重大事项都要及时汇报；三是执行民
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长制相结合，单位负责人日
常要绷紧弦，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四是分
局党委部署的工作，都要认真安排，及时汇
报；五是坚定不移反腐倡廉，从严深化作风建
设。

该分局强调，各单位负责人要勤于钻
研、专于主业，熟悉工作流程、扎实履职尽
责，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要创造性地抓落
实，每个基层单位负责人要动脑子、想办
法，拿出真招实招，敢打敢拼、真抓实干。
要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兼顾抓落实，要抓
细、抓紧、抓实，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

山阳分局安排部署“守规
矩、懂业务、真落实”活动

本报讯 （通 讯 员何登
恩、张婧）“万警助万企”
活动以来，市公安局中站分
局凝心聚力，多管齐下，帮
助企业纾压解困，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为中站经济发
展保驾护航。

精心谋划，科学安排抓
落实。活动伊始，该分局结
合焦作西部工业集聚区大中
型企业多、辖区小微企业分
布广等特点，制订活动方
案，明确工作重点，抓住防
汛救灾、疫情防控等工作重
点，多次对“万警助万企”
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该分局督察队主动深入责任
单位、大中型企业，采取看
台账、听汇报、实地倒查等
方法，对活动开展进行跟进
督察。同时，把“万警助万
企”活动纳入绩效考评，有
力推动了整体工作顺利开
展。

温馨服务，构建警企一
家亲。活动中，该分局37名
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主动深
入70余家大中型分包企业走
访调研，征求整改意见建议
23条，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
难点问题 2 个，化解企地纠
纷 8 起。府城、许衡等 5 个
派出所，组织民警 3 次深入
辖区企业消杀；采取“拉网
式”等方法，对80余家小微
企业进行安全检查，消除隐
患26处。户政部门开辟绿色
通道，为务工人员办证办照

56个。巡逻防控大队不断加大夜间护企巡逻
密度，有效遏制涉企案件发生。

精准发力，严打侵企类犯罪。该分局刑侦
部门重拳出击，先后侦破侵企类案件 30 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挽回企业经济损失
100余万元。4月24日，刑事侦查二中队经过
半个月的艰苦侦查，侦破一起企业被盗案，抓
获3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电机一台，挽回
企业经济损失 6000 余元。6 月 16 日，刑事侦
查三中队连夜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为某建筑
工地追回 13 根被盗钢制黑方管，涉案价值
4000余元。8月26日，刑事侦查二中队接到某
运输公司报警，连续奋战7天，侦破一起特大
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追回被盗半挂
车 1 辆、螺纹钢 12 件，挽回企业经济损失 68
万元。

完善机制，护航企业促发展。该分局以
“万警助万企”活动为抓手，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中
站分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为中站区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十二项工作机制》，充实和
完善了《中站分局领导分包走访企业责任制》

《中站小微企业联席会议制度》 等长效机制，
找准支撑点，盯紧着眼点，狠抓着力点，重点
解决服务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以高效的
执行力、优质的服务水平，为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贡献中站公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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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在中站某公司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万警助万企”公开退赃会，公开返还公司 10 万元赃
款，受到公司的交口称赞。 何登恩 许淼垚 摄

图①、④ 秋季开学后，武陟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辅警积极深入中小学校，
采取上安全课、发放宣传材料、检查校车安
全设施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交通环
境。图为近日该局交警大队民警正在县城北
街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李凯文 摄
图②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法制观念，确保校园安全稳
定，市公安局山阳分局结合辖区各校园周边
治安形势和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深入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开展“护学岗”和“开学第
一课”法制与安全宣传活动。图为民警正在
学校门口执勤。 王巴黎 摄

图③ 9月10日，温县第一高级中学高
一新生迎来了开学日，温县公安交警围绕校
外道路安全、守好平安入校第一关等开展工
作，确保开学平安有序。图为民警对周边交
通秩序进行管控和疏导。 张建设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