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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建中街派出所
开展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申子仲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通讯员 李东亚 刘蕾
与辖区群众手拉手，心连心，开展
近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
了“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同时
局建中街派出所以“平安守护”活
以公安工作为主业，确保做到疫
动为载体，积极开展“迎新春，送
情防控和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不
温暖，保平安”系列主题活动。通
误。在加大巡逻防控除隐患的同
过活动，切实把“枫桥经验”融入
时，利用入户走访排查，集中开展
公安工作实践中，服务辖区人民
社情民意征集活动，了解群众需
群众，守护一方平安，实现春节期
求，解决群众困难，征求老百姓对
间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带着感
赢得辖区人民群众纷纷点赞。
情进千家，带着问题访万户，真正
工作中，建中街派出所充分 “走”出了平安，
“访”出了和谐，增

强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认同感。
在防疫期间，由于部分群众存在
恐慌、烦闷焦躁等负面情绪，极易
因琐事引发矛盾纠纷。派出所积
极发挥辖区网格警务人员，
在与群
众接触中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活动，从而减少纠纷案件的发案
率。针对疫情期间涉疫类诈骗案
件多发，民警通过线上线下，张贴
海报，悬挂条幅，媒体影音视频等
一系列宣传教育，开展防诈骗活
动，
切实做到
“防疫也防骗”
。①

暖心！民警帮助走失孩子找到家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曹东方
见习记者 韩亚楠 王汝龙
通讯员 李央
2 月 16 日 21 时许，开封市示
范区金耀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星光天地商场南口有一四岁
男孩找不到家人。
接到报警后，副所长刘信带
领队员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报
警人称该男孩在星光天地南口附
近长时间徘徊，身边也没有家人
陪同，因担心男孩走丢将其接到
自己身边并报警。民警们一面安
抚走失孩子的情绪，耐心引导孩
子说出了自己的小名，另一方面
向报警群众详细了解整个发现过

程，收集一切可能帮助找到亲人
的信息。由于儿童年龄尚幼言语
表达能力较为欠缺，不知晓父母
姓名，也无法说清楚家庭地址，民
警未能获取有用线索，这为寻找
其亲人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因天气寒冷，副所长刘信将
孩子带到警车上进行照顾，同时
立即安排巡逻民辅警在商场内外
周边走访排查，半个小时过去了，
正在四处找寻的民警，接到有群
众报警称自己孩子在星光天地商
场走丢了。副所长刘信迅速与报
警人联系，当报警人来到警车前
喊出孩子的小名时，孩子赶忙跑
下警车拉住了报警人的手。原来

孩子和其母亲到星光天地商场游
玩，由于孩子平时比较活泼好动，
加上商场广场游玩人员多，一不
注意，
孩子就和母亲走散了。
看着可爱的孩子紧紧地搂着
妈妈，出警民警们心里特别欣慰，
一件看似简单的警事，却温暖了
人心，传承了大爱，更彰显了金耀
派出所民警忠诚履职、一心为民
的情怀。
在此，警方提醒大家：春节假
期，景区、商场人流量增加，儿童
走失警情高发，家长们一定要看
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远
离自己的视线，一旦发现孩子走
失，
家长应立即报警。①

为筹彩礼去盗窃 部门联手擒真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曹东方
见习记者 韩亚楠
2 月 14 日凌晨，在兰考县一
家商店门口，受害人张某用于经
营的电动三轮车被盗。谷营派出
所民警接到警情后迅速出警，并
立即开展调查走访、调取案发现
场周围视频监控等工作。在兰考
县公安局情指中心的帮助下，经
过一系列排查、研判等，最终锁定
犯罪嫌疑人为刘某。
群众利益无小事，谷营派出
所立即成立抓捕小组，对犯罪嫌
疑人刘某实施抓捕；2021 年 2 月
19 日，犯罪嫌疑人刘某在兰考县
县城一宾馆出现，谷营派出所所

长李庆钦立即指派副所长李崇、
民警惠强强带队前往实施抓捕，
在宾馆内将正欲逃跑的犯罪嫌疑
人刘某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
刘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并称实施盗窃是为了给女友
筹集彩礼，现犯罪嫌疑人刘某已
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受害人张某的损失在谷营派
出所民警的努力下被追回，受害
人张某对谷营派出所快速破案，
挽回其损失表示感激，称自己损
失被追回，离不开谷营派出所民
警们强烈的责任心，他们把守护
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把

群众的小事放在心头。谷营派
出所民警始终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 的 思 想 ，全 方 位 服 务 群 众 ，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
感 、获 得 感 ，全 力 争 做“ 为 民 解
忧、作风优良、办事高效”的人民
警察队伍。
警方提醒：公安民警永远是
人民群众的保护神；在此也奉劝
大家靠劳动致富，
“ 莫伸手，伸手
必被捉”！通过劳动致富才是正
途，任何想不劳而获的违法行为
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警方的职
责是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良好安
定 ，任 何 盗 窃 案 件 ，无 论 案 值 大
小，
警方都将依法依规办理。①

襄城公安全警同心 共筑平安
为确保全县人民群众度过平
安祥和的新春佳节，襄城县公安
局按照县委、县政府和许昌市公
安局的部署要求，结合正在开展
的“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全力以
赴、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确保全县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
和的新春佳节。
高度重视。为确保全县人民
群众在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中度过新春佳节，该局高度
重视，成立了局长为组长，政委、
局党委成员为副组长，各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安保工作领导小

组。节日期间，局领导亲自带班，
先后对茨沟派出所、湛北派出所、
交警大队、监管大队一线值班民
警进行慰问。全体民辅警以大局
为重，不间断开展安保工作。
严密防控。针对春节期间群
众本地出行旅游高峰，自农历大
年 初 一 起 ，派 出 专 门 警 力 ，对 人
流、车流密集的首山风景旅游区
进行安保执勤，有序引导市民和
车辆出入景区，严防发生各类公
共安全事故。各派出所按照“有
警接警，无警巡逻”的工作模式，
累计出动警力 665 人次，出动警

车 19 辆 次 ，在 全 县 主 要 街 道 路
口、重点单位、重点路段等区域部
位开展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把警
力摆上路面，做到“白天见警车，
晚上见警灯”，进一步提升全县人
民的安全感和对公安机关的满意
度。紧盯除夕、大年初一、初五等
敏感时间节点，做实烟花爆竹禁
燃禁放执勤守护，从农历大年三
十到农历正月初六，每日凌晨 5 时
30 分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禁
放巡查，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
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
行为予以严查严处。① 侯海燕

渑池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破获盗窃手机案
民警勇擒
“雌雄双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郭帅
通讯员 段永涛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当所有人都沉
浸在新春佳节的气氛中时，有些人却抱着
“歪心思”
，趁人们放松不备之际，
盗窃手机
1 部。接到群众报警后，渑池县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值班副所长焦宏韬、民警杨海山
立即出警，
对现场情况进行查看，
同时与局
合成作战中心取得联系，
开展深入摸排。
手机虽小，但对群众生活影响颇大。
为推进案件侦破，
办案民警日夜奋战，
最终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判断作
案的二人系一男一女，且关系密切。经比
对，
民警确定嫌疑人系洛宁县人。
为尽快破案，所长何鹏带领办案民警
放弃春节休假，
立即奔赴洛宁县寻找线索，
怎料该户人家早已搬走，无从查找。尽管
线索中断，但是办案民警并未放弃。经侦
查，该案嫌疑人应在渑池尚未离开。为尽
快找到嫌疑人踪迹，
城关派出所、合成作战
中心及坡头派出所共同制订工作方案，决
定以
“一村一警”
为抓手，
借入户宣传
“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为契机，开展地毯式搜索。
2 月 19 日中午 12 时许，终于发现嫌疑人中
的那名女子在该县张村镇出现，民警立即
赶往张村将其抓获，并当场查获被盗手机
1 部。经审讯，在该女子供述下，涉案男子
在耿村被民警抓获，至此这一对“雌雄双
盗”
均已落网。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讯中，
等待这
对
“雌雄双盗”
的将是法律的严惩。①

襄城县公安局麦岭派出所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目前，
正值罂粟幼苗生长的最佳时期，
为进一步普及禁种铲毒知识，严厉打击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的发生，提高群众
毒品防范意识，襄城县公安局麦岭派出所
结合辖区实际开展禁种铲毒禁毒宣传活
动。
活动中，民警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
头、农家小院，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
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禁毒的有关法律法
规。通过展示禁毒宣传画报，教群众识别
幼苗期的罂粟与苦菊、荠菜的不同，
详细展
示罂粟生长周期图解，告诫广大群众要加
强识毒、防毒意识，坚决抵制毒品危害，提
醒广大群众，
如果在农田、房前屋后等地方
发现毒品原植物种植情况，应当立即向公
安机关举报，
使
“种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
必究”
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
通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促进群众了
解更多的毒品知识，
提高了群众的禁毒、铲
毒意识，
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远离毒品、珍爱
生命的意识，为在全镇营造良好的禁毒环
境和社会氛围奠定良好的基础。①侯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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