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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荥阳市供电公司：
践行党史学习教育 为党代会助力护航
9 月 7 日至 9 月 10 日，中国共产
党荥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荥阳市香
堤湾温泉酒店会议中心、荥阳市江南
春温泉酒店、文博中心召开。为切实
做好会议期间电力安全保障，确保荥
阳电网全面安全稳定和电力可靠供
应，国网荥阳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
责任分工，
全面统筹协调，做好安全稳
定和优质服务工作，为党代会的顺利

召开提供优质的供电服务。
会议期间，
荥阳供电公司强化保电
现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
针对涉及保电地点的输、变、配电设备
运行状态，
专门划分保电任务清单，
明
确各专业职责。在重要保电时段，
明确
具体的保电区域、保电方式和工作细
节，以及现场紧急复电处置关键流程，
加强值班和故障抢修力量，
随时待命。
所辖各变电站值班人员恢复有人值守，

认真巡视设备，
增加夜巡和特巡次数；
抢修人员 24 小时待命，
做到人员到位、
车辆到位、物资工具到位、安全措施到
位；对电缆线路的电缆井进行逐一排
查，
严防因井内积水导致的电缆设备受
潮短路，
重点对架空线路的连接处进行
测温，
排查设备隐患，
并做好事故应急
处置准备；
组织开展客户侧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
协助客户审核内部保电方案，
落实备用电源和其他应急措施，
指导客

特事快办！周口经开区分局民警获外国友人称赞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苗永朝
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
解难题”活动中，
周口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始终践行
为民服务宗旨，通过一系列便民、利
民举措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企业
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辖区
群众的一致认可。8 月 31 日，淮河
路派出所民警李新立主动放弃休
假，特事快办，及时帮助一名韩国友
人办理居住登记，解决了签证到期
无法续签的难题，赢得了外国友人
连连称赞。

8月31日，
郑州某科技公司韩籍
员工李某在朋友陪同下到周口市公
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
办理居住登记，
他面临的问题是如果
今天不能正常登记，
明天他就无法正
常办理护照签证。但同时这也是经
开区分局成立以来的第一例外国人
居住登记业务，
没有人办理过此类业
务，
所以办理过程中多次无法审核通
过。这时，
已经交班准备休假的李新
立了解到情况后，
主动承担了该项任
务。当他了解到李某签证即将到期
后，他坚持特事快办，
立即与市局治
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有关同志联系，

现场在线学习信息采集录入。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成功将李某的信
息录入到管理平台，
当场为其出具了
登记证明。
李新立同志亲手将登记证明交
到了李某手中，
这时一直焦急、担心
无法按时办理签证的李某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连连称赞李新立警
官敬业、负责、认真，及时帮助他解
决了签证到期问题。最后，民警李
新立也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外
国友人李某，在以后的工作生活期
间，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联系他为
其提供帮助。①

扶沟县公安局韭园派出所送证上门暖民心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上个月上
门为我办证，现在还亲自把身份证
送到家，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当
韭园镇雁周村的李大娘接过新办理
的身份证时激动地说。8 月 30 日，
韭园派出所拓展便民服务渠道，组
织民警开展为辖区群众送身份证上
门服务，用实际行动温暖民心，提高
辖区群众的满意度。

一个多月前，韭园派出所在开
展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辖区内雁周
村民李大娘的身份证丢失，她行动
不便，儿子儿媳又常年在外务工，
平
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对身份证使
用较多，如果没有身份证，
将对她造
成很大的麻烦。为了不让李大娘为
难，在走访后的第二天，
派出所民警
就主动上门为李大娘拍照、采集信
息办理身份证。
韭园派出所以此为契机，
想群众

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针对辖区内
各村部分年龄偏大以及行动不便的
人，
考虑到他们领取身份证不便的实
际，户籍民警把辖区内 40 余位老年
人的人员信息整理造册，
开展送证上
门服务，
及时将证件送到群众手中，
加深了民警与群众之间的感情。
通过以上举措，切实提升了服
务质量，
拉近了警民关系，
提高了群
众的满意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
度赞扬。①

周口文昌派出所参观党史馆 重温百年奋斗史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红民
近期，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分局文昌派出所充分挖掘周
边红色资源，
开辟学习新阵地，将理
论学习和参观党史展览相结合，提
升了党史学习教育效果，营造了浓
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9 月 9 日上午，在周口文化艺术
中心五楼周口党建党史馆，派出所
40 余名民辅警，警容严整、庄严凝
重，参观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铭记
奋斗百年路，
扬帆启航新征程”党性

教育主题展。
“1928 年，中共党员李梅村奉
省委之命到豫东开展革命活动，在
鹿邑相继建立了党小组、支部和鹿
邑县委。1930 年 2 月，在鹿邑建立
了中共豫东特委，领导豫东人民开
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随着工作人员的引导，大家整
齐地进入展览大厅，
聆听讲解，
回味
党史。党性教育主题展以图片加视
频的形式，
形象、生动展示了在豫东
大地上我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和
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豫东特委
的成立，杜岗会师、白马驿整训……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段段令人
震撼的文字、一幅幅珍贵的照片，
在
工作人员的讲解下，
把大家重新带进
了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
活动中，派出所民辅警纷纷驻
足在珍贵的档案、文献、图片前认真
参观学习。在展馆的安排下，大家
共同观看了《烽火水东》专题片，详
细了解了水东根据地不屈不挠的斗
争历史。参观结束后，派出所所长
康兵带领全体民辅警面对党旗庄严
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检视入党初
心，
强化党员意识，增强时代责任感
和使命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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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做好用电侧应急处置预案及反事故
演练，
负责保电期间优质服务工作，
做
好保电现场应急处置。
此次党代会保电工作，
该公司严格
履行岗位职责，
全方位筑牢本次党代会
保电安全防护网，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史
学习教育，
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
，
认真诠释
“人民电业为人民”
的企业宗旨，
以饱满的热情、
过硬的技术投入到为人
民守护光明的战斗中。① 丁雅楠 马龙

扶沟民警
暖心帮助群众
解决入户难题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扶沟县公安局户政部门始终坚定不
移把重要训词精神作为指引新时代公安
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
指南，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不断推动实践活动取得显著
成效。
据悉，9 月 1 日，扶沟县白潭镇村民
张某到行政大厅咨询出生入户问题时
称：自己的孩子上个月出生后因病需在
医院治疗，为办医保急需为孩子办理出
生入户手续，
但不知什么原因，
无法查到
出生证信息，
导致无法办理相关业务。
户政部门民警了解情况后，积极主
动与多个相关部门联系沟通进行信息核
查，
经过多方查证，
核实了孩子出生证信
息真实无误，然后民警及时与白潭派出
所户籍民警取得联系，告知其相关信息
核实的情况。白潭派出所户籍民警得知
情况后，
秉着特事特办原则，
在进一步确
认一系列相关材料后，第一时间帮助张
某办理了出生入户手续，张某当天拿到
户口簿后对户籍民警的贴心和用心表示
感谢。①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周口经开区分局
抓获一网上在逃人员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苗永朝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8 月 30 日上
午，周口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侦
大队二中队民警在网上梳理辖区及周边
案件时，发现一名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
山东警方网上追逃人员在辖区某村活
动，办案民警通过深入摸排、研判，成功
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抓获。
为确保抓捕工作顺利进行，在前期
线索摸排的基础上，刑侦大队抓捕民警
通过化装侦查、走访了解，
确定犯罪嫌疑
人胡某某近期一直在该村内活动，并准
确掌握了胡某某活动规律。为避免打草
惊蛇，
民警借助进村入户宣传推广
“国家
反诈中心”APP 有利时机，成功在犯罪
嫌疑人胡某某租住的民房内将其抓获。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
潜逃半年、东躲西
藏的胡某某不再躲避、顽抗，
主动交代了
自己的情况和犯罪事实。抓捕民警通过
进一步比对核实，确定胡某某正是因合
同诈骗被山东济宁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
员的犯罪嫌疑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移交
山东济宁警方做进一步调查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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