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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警方
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刘燕飞 柴潇潇
为消除枪爆隐患，推进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11 月
17 日上午，随着鹤壁市公安局副
局长华晓东一声令下，全市集中统
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在山城
区一铸造厂内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鹤壁市打击整治
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联席会议，
各成员单位、市局相关警种参加此
次“除枪爆 护稳定 保民安”集中统
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仪式现场，公安机关通过战果
展示、展板宣传、发放传单、以案释

法等多种方式，教育警示群众自觉
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物品。
2018 年 3 月，响应国家、省厅
号召，经鹤壁市政府批准，市公安
局牵头成立全市打击整治枪支爆
炸物品违法犯罪联席会议统筹组
织全市专项行动。2020 年以来，
在联席会议统筹组织下，全市公安
机关会同各部门先后开展“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清查收缴非法枪爆
物品“百日行动”
、枪爆逃犯缉捕会
战、重大枪爆案件统一收网、危爆
物品治安隐患清零等工作，严管严
控枪爆物品，严打严治枪爆违法犯
罪，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
取得了突出成绩。
截至目前，全市共破获案件 5
起，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49 人，收
缴炸药 335 公斤、雷管 650 余枚、
黑火药 29 公斤、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 26.2 公斤，各类枪支 52 支、子弹
6000余发、
各类炮弹4枚；
共下发隐
患整改通知37份，
整改安全隐患37
处，开具万元以上大罚单 18 张；累
计排查重点村庄 623 个、矿点 87
处、废弃养殖场 258 处、出租房屋
1836 处、闲置院落 363 处。此次活
动我们共销毁各类非法枪支 62 支、
子弹 1864 发，仿真枪、管制器具 89
把，
销毁报废公务用枪33支。①

淇滨区公安分局纪委书记当值社区民警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肖晓
11 月 13 日，鹤壁淇滨公安分
局纪委书记杨建来到淇滨区上峪
乡桑园小镇及周边村庄，通过“当
一天社区民警”，入户走访，与群众
话家常，面对面交流与沟通，详细
询问群众、商户生活经营情况，收
集民意、倾听民声、了解民情，认真
征求和听取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并到当地企业进行了实
地走访。
走访过程中，杨建与辖区群众

亲切交谈，了解了派出所巡逻防控
情况和社会面见警率，询问了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广泛征求收集
群众反映的急需解决的实际困难
及关注的热点民生问题。在企业认
真听取了负责人反映的生产经营中
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就服务企业项
目广泛征求了意见和建议，全面了
解掌握了企业经营、
安全保障、
走边
治安环境等相关情况，企业负责人
表示，希望进一步加深与公安机关
交流配合，
警企共建。携手并肩，
为
加快经济提供更多的帮助。

走访中，杨建要求，社区民警
要继续深入社区走访群众，熟悉辖
区群众家庭及生活状况，掌握社情
民意，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加
大力度多措并举开展预防电信诈
骗宣传工作，让群众提高警惕，避
免发生财产损失；继续巩固户口清
理整顿成果，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了解最新情况，及时更新，确保人
口信息的鲜活性、准确性；把工作
做实、做细，真正做到“我的岗位我
负责，我的工作请放心”，给人民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①

■图片新闻
襄城县交警大队为扎实推进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试点工作开展，在开展“自
查自纠”的同时，邀请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深入运输企
业、走访驾驶人、事故当事人，发放
意见表等形式“开门纳谏 ”，认真
听取对民警执法和交通管理工作
的意见建议，根治“顽症痼疾”，着
力打造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业务
精通的交警队伍。① 鲍晓宇/文图

鹤壁山城区公安分局
开展“冬季利剑一号”
集中清查行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侯超
为贯彻落实鹤壁市公安局党委
相关工作要求和区委关于开展平安
建设攻坚冲刺
“八大行动”
整体部署，
2020年11月16日晚，
山城区公安分
局精心组织开展了
“冬季利剑一号”
集中清查行动。
行动前，
山城区公安分局党委书
记、
局长王益民对全体参战人员进行
了战前动员。此次清查行动按照辖
区互查的方式开展，
重点清查宾馆、

歌厅KTV、
休闲洗浴、
足疗店等场所
特业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
是否为
合法经营，
是否存在有
“黄赌毒”
等违
法犯罪行为。对在清查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
民警及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
督促其整改；
对发现
“黄赌毒”
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
坚决予以查处。
此次
“冬季利剑一号”
清查行动，
共出动警力 70 余人，
清查各类场所
特业43家，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5处，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5 份，
当场处
罚 5 家。特别是刑事侦查大队在行

动中经过周密部署，
在某宾馆内一举
抓获3名电信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
当场收缴作案工具。经讯问，
3名犯
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冬季利剑一号”
清查行动的开
展，
有效挤压了违法犯罪空间，
整治
了社会治安突出问题，
净化了社会风
气，
为提升山城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为平
安建设和
“五零”
平安村居企业创建
活动纵深开展奠定了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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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山城公安分局组织
开展武装巡逻行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侯超
11 月 19 日，山城区公安分局组织
民警辅警 50 余人在城区范围内，采取徒
步巡逻与车辆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重
点路面及场所进行武装巡逻，屯警街
面，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维护治安秩序，
有效增强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巡逻防
控密度。
为推进平安建设和“五零”平安村
居企业创建活动纵深开展，进一步加强
社会面巡逻防控，有效遏制和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鹤壁市公安局山城
区分局提前谋划，精心部署，组织开展
武装巡逻行动。
“警力常在，警灯常闪，警车常巡，
让治安好起来”。 山城区公安分局通过
开展武装巡逻行动，有效震慑了违法犯
罪分子，保障了辖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增强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①

鹤壁淇滨区分局破获
价值四万元
跨省销售假烟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肖晓
11 月 15 日，鹤壁市淇滨区分局成
功侦破 1 起接触性诈骗售卖假烟案，依
法刑拘犯罪嫌疑人 1 名，查获假冒名牌
香烟 12 条，
涉案总价值达 40000 余元。
11 月 1 日，
辖区群众报警称：
当日中
午，
一名 30 多岁男子自称某烟酒店内部
工作人员，
由于老板拖欠工资，
便从仓库
偷盗几条高档香烟拿来低价售卖。最
终，
自己以 800 元一条的价格购买了 5 条
高档香烟。回到家中打开后发现是“狸
猫换太子”
，
意识到自己被骗。
为挽回受害人财产损失，
防止更多群
众上当受骗，
淇滨分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全
力侦破此案，
并在视频中队协助下，
调取案
发周边监控，
筛选出相关可疑人员供受害者
进行辨认，
经过反复比对，
受害者始终无法
指认出嫌疑人员，
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这时，
受害者提供重要线索，
犯罪嫌
疑人说话不是鹤壁本地口音，
并在自己付
钱后到远处开辆黑色轿车离开。侦查员以
此为突破口，
重新调取案发现场周边视频
监控。经过大量视频侦查和走访调查，
民
警最终在淇滨区某街道一个监控里发现了
嫌疑人所驾驶车辆，
并锁定嫌疑人张某。
11 月 15 日，张某驾驶车辆出现在
淇滨区某广场附近，民警闻声而动，一
举将其抓获，当场查获高档假烟 7 条，现
金 26000 余元。民警连夜审讯得知，香
烟是张某从老家平顶山购买，自己发现
为假烟后并未报警，而是以接触性诈骗
方式出售手中的假烟，连续跨省流窜多
地作案多起。目前，涉嫌诈骗的嫌疑人
张某已被淇滨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案件
仍在侦办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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