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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公安局南寨派出所所长张增云：

扎根基层 14 年 倾心为民守平安
□大象新闻记者 冯晓玉
通讯员 王新利
张增云，14 年如一日奋战在基
层第一线，现任辉县市公安局南寨
派出所所长。他冲锋在前，铁面无
私，严打违法犯罪守护百姓安宁；他
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真情服务暖人
心。默默地守护着一方热土的安宁
与和谐，在平凡岗位上谱写了不平
凡的赞歌。
打击犯罪保平安。2021 年 4
月 11 日，李某报警称一名陌生男子

手持铁棍将其头部打伤。接警后，
张增云立即组织警力赶到现场，经
询问得知，李某和一名女子约在附
近见面，随后一名自称是其丈夫的
男子赶到现场，殴打并恐吓李某赔
偿 4 万元，并删除了李某的微信记
录。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打架
斗殴案件，张增云随即启用派出所
的大要案侦查模式。经过多方走访
和连续蹲守，成功将姜某某及其丈
夫李某某抓获。
服务群众暖民心。辖区巡逻途

中，张增云发现路边有一名小男孩，
由于孩子太小，无法获得有效的信
息。张增云就近挨个商铺进行询
问，又到附近小区进行走访。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走访打听，终
于找到了孩子家属，看到孩子高兴
地扑进妈妈的怀抱，张增云脸上也
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就这样，张增云用一件件暖心
事，一次次解民忧，拉近警民距离，
和谐警民关系，切实把温暖和服务
送到群众心坎上。①

连续 3 天抓获 3 名逃犯 漯河这个民警太拼了
□大象新闻记者 孙晓永
通讯员 李政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对各类违法犯罪展开凌厉攻势，该
局民警郭纯钢发扬连续奋战精神，
3 天时间抓获 3 名帮助网络犯罪活
动嫌疑人。目前，3 名帮信犯罪嫌
疑人均已移交案发地警方。
听说有利可图，19 岁的曹某将
自己的银行卡出售给他人。河北
省阜平县公安局通过侦查，发现曹

某的银行卡涉嫌为网络诈骗过流
水转账 60 余万元，遂依法将曹某
上网追逃。郭纯钢通过研究了解
到曹某正在漯河市某职业学院学
习。9 月 11 日，曹某在学校被民警
抓获。
27 岁的源汇区人周某，也是将
自己的银行卡转借他人使用，谋取
利益。涉及网络诈骗金额 20 余万
元，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竞秀分局
将其上网追逃。郭纯钢通过耐心做
周某母亲的思想工作，成功让周某

放下思想包袱，于 9 月 12 日到东城
派出所投案自首。
18 岁的源汇区人宁某也是因
为涉嫌帮信犯罪被河北省易县公安
局上网追逃。郭纯钢通过研究，于
9 月 13 日在召陵区的一核酸检测
点，
将宁某抓个正着。
民警提醒：银行卡绑定的都有
个人身份信息，不要为了贪一点蝇
头小利而出售、出租、出借自己实名
的银行卡。这样很容易被不法分子
利用，
实施网络诈骗行为。①

南阳卧龙警方成功打掉一销售假“壮阳药”链条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 通讯员 贾耀河
一粒不明成分的胶囊，
被随意封
装入各种名称的药品包装盒内，
摇身
一变竟成了
“黄金玛卡”
“钻石伟哥”
等壮阳药……在当前正在开展的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中，
南阳
卧龙警方成功打掉一销售
“壮阳药”
链条，
先后有10余名嫌疑人落网。
“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
南阳市公
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紧盯维护广大

群众
“食药环”
安全，
组织民警对辖区
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
7月初，
分局民
警在对辖区沿街药店诊所进行排查
中，
发现某小诊所内销售具有
“壮阳”
等功效的品类药物，从药品包装看，
系明显的三无产品，
取证后该药品经
市场监管局指定相关部门初步检验，
该品类壮阳药中非法超标添加了那
非类成分，
该类药品在使用上有很多
禁忌，
违规服用后会对人身体肝肾功
能造成伤害，
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

中添加的化学原料药。
后根据小诊所老板王某的供
述，民警将其上家供应商杨某一举
抓获，在其经营场所内民警查获了
100 余盒不同包装的该类药品，经
过对杨某的突审，一个分布在县市
区的非法销售链条浮出水面，截至
9 月 18 日，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的 10 余名嫌疑人先后落网，目前，
相关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①

路遇半挂货车货物起火 漯河民警巧“调”洒水车扑灭
□大象新闻记者 孙晓永 通讯员 李政
大货车车厢里货物突然起火，
民警碰巧路过，急中生智“调”来附
近洒水的洒水车和环卫工人帮忙灭
火，20 分钟，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被彻底扑灭。
9 月 5 日 10 点 30 分，漯河市黄
河路与中山路口交叉口，一辆半挂
货车车厢冒起黑烟，司机显然没有
察觉依然向前行驶。
“ 快停车，车厢
着火了！”刚刚办理完公务回程中的

召陵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冯瑞昌和刘
克纪驾车从车后追上向司机大喊，
同时拨打了
“119”
。
货车刚刚停稳，车厢里已经燃
起熊熊大火。刘克纪与司机一起跳
上车厢试图灭火，可是火势太猛，两
人无法靠近。车厢里装的都是纸箱
子，火势发展很快。冯瑞昌向四周
张望，寻找一切可以用来灭火的东
西。突然，他发现不远处一辆洒水
车正在洒水。他开着警车径直追了

上去喊停洒水车，带着车上的环卫
工人一起赶赴火灾现场。洒水车对
着车厢洒水的同时，大家用洒水车
上的铁锹将车内起火的塑料车棚与
纸箱子从车厢内推了下来。火势很
快得到控制，火势越来越小。这时，
消防人员也赶到现场。在众人的努
力下，大火被彻底扑灭。由于抢险
及时，
大货车车体未受到损伤。
看到大火被完全扑灭，两名民
警悄悄离开了现场。①

南阳卧龙公安分局积极开展普法讲座进村镇活动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 通讯员 贾耀河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进一步加
强辖区群众法制建设，
提升群众法制
意识和知法守法的自觉性，
南阳市公
安局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
组织民警深入
辖区村镇，
积极开展普法讲座。
9 月 19 日，卧龙公安分局潦河
派出所结合当前农村派出所辖区的
治安状况，从文明法治乡村建设出

发，积极与村委联系对接，在辖区开
展《治安管理处罚法》普法讲座，向
辖区村干部群众普及治安管理条例
相关法律知识。
讲座中，
民警以常见案例为切入
点，
用生动平实的语言向大家讲解和
阐述了治安管理处罚的定义，
处罚种
类，
并详细解说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关于妨害公共安全、侵害财产权利、
故意伤害、
妨害社会管理等行为的规
定。讲解中民警结合工作中遇到的

真实案例进行分析讲解，
让大家了解
触犯相关法律条例所受到的处罚，
参
与居民群众受益匪浅。
通过此次普法讲座，使参训干
部群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了更
深的理解与认知，进一步增强了法
制意识和法制观念，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生活中持续自觉做到学
法，遵法，守法，用法，争做文明好市
民，为我市的法治文明建设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开封鼓楼分局“三个聚焦”着力锻造队伍筑牢决胜基础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开封鼓
楼分局立足工作实际，全面加强队
伍管理，切实筑牢队伍思想防线，着
力锻造过硬公安铁军，为决战决胜
“百日行动”奠定坚实基础。
一、聚焦政治引领，提高思想认
识。分局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努力
提高民辅警的政治理论水平，充分
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载
体，落实
“第一议题”制度，定期组织
民辅警开展政治理论集中学习，定

期组织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认真倾
听民辅警的心声，解决民警后顾之
忧，进一步激发民辅警的工作热情。
二、聚焦练兵比武，提升实战能
力。分局组织民辅警开展体能练兵
活动，提高实战能力，全力打造一支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
安铁军。定期开展模拟警情训练活
动，检验民辅警快速反应及现场处
置能力，进一步提升民辅警处置突
发性案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三、聚焦日常管理，提升队伍
形象。分局每周组织开展内务检
查活动，针对检查出的问题要求立
即整改到位，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努力营造良好的办公和生活环
境。同时，定期召开纪律作风工作
会议，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
步强化民辅警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和责任意识。①
杨倩

南阳卧龙警方抽丝剥茧
抓获三名
“蒙面窃贼”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 通讯员 贾耀河
近日，南阳 3 名窃贼用衣服蒙着
头，只把眼睛露出来，就进入沿街门店
行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想法
网难逃，仅一天时间警方便将其抓获
归案。
9 月 18 日凌晨 3 点多，南阳市公
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卧龙岗派出所接
到辖区群众报警称，自己经营的小超
市被盗。民警急忙赶到现场。报警人
称前一天晚上 10 点超市关门下班，到
了凌晨 3 点半左右，他接到联防公司
电话称超市的玻璃门被砸，经清点，发
现 被 盗 的 有 现 金 、香 烟 等 ，损 失 在
5000 元以上。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店内的
视频监控进行了调取，通过视频监控
分析，民警发现凌晨 3 点钟左右，有三
名男子来到案发现场，在店门口逗留
观望后，其中一名男子将玻璃门砸烂，
后三名男子用身穿的衣服蒙着头部，
仅露出两只眼睛，先后进入店内实施
盗窃，
得手后离开。
蒙面三名盗窃嫌疑人具有较强的
反侦查意识，办案民警沿着嫌疑人的
逃离轨迹持续追踪，通过大量的走访
摸排，9 月 19 日，民警最终在白河南长
江路上汽车南站附近将该三名嫌疑男
子抓获归案。到案后，该三人对结伙
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原来，当
晚他们来到案发现场，为了怕被警察
抓到就用衣服蒙面进入店内行窃，没
想到，还是被警察抓到了。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①

完成跨越千里的求助
南阳卧龙警方很给力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 通讯员 贾耀河
近日，身居千里之外辽宁省的雷
老先生向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区公安分
局七一户籍室民警寻求帮助，接到求
助后，户籍民警穿越 40 余年的时光，
为老人找到了真相。
9 月 19 日上午，七一户籍室民警
正在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业务，突
然，一个来自辽宁的电话打断了民警
工作，
“ 请问能帮我一个忙吗……”一
个苍老的声音自电话的那端传来。
民警通过热情细心的询问，了解
到老先生姓雷，20 世纪 70 年代从辽
宁支援内地建设来到南阳工作，80 年
代其大儿子因考上大学将户口从南阳
迁到了上海。雷老先生在退休后也回
到辽宁老家生活。现在老先生年纪大
了，想把户口和上海的大儿子迁到一
块儿，方便养老，但是由于户口分开得
太长，没法证明他们的父子关系，致使
迁移受阻。老人考虑到当年大儿子的
户籍是从南阳迁出，经过询问了解到
原来中建七局的户籍档案有一部分现
保存在七一户籍室，就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拨打了这个求助电话。
了解老人的诉求后，民警根据老
先生提供的情况，利用下班时间帮助
老先生翻阅、查询。功夫不负有心人，
9 月 20 日，终于在 80 年代初一批档案
里查到了雷老先生和儿子的同户信
息。民警通过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雷
老先生时，老先生激动的声音都是颤
抖的，
连连说：
“太好了太好了！”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