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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警方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为切实加强岁末年初辖区消
防安全管理，
排查消除消防安全隐
患，
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9
月 20 日，汝南县公安局三桥派出
所结合
“百日行动”
，
组织民辅警深
入辖区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大
检查，
切实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检查中，民警重点就消防安
全 制 度、消 防 设 施、消 防 器 材 配

备、用火用电安全等进行认真检
查。检查期间，民警向门店负责
人宣讲消防安全知识，要求高度
重视消防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各
项消防安全制度和措施，把安全
管理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切实
加强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及时排
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防止各类
火灾事故的发生。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民警详细记录，并提出
具体的整改意见，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消除安
全隐患。
下一步，该所将加大消防安
全宣传和检查力度，加强辖区场
所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消防
安全措施，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
火墙”
。①
徐小斌 刘景博

开封鼓楼公安“三查发力”
为夜市“烟火气”装好“安全阀”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开封
鼓楼分局剖析辖区社会治安特
点，研究探索“三查”措施，为城市
“烟火气”装好“安全阀”。行动以
来，刑事、治安发案分别同比下降
21.69%、25.97%。
一、聚焦治安清查，
构建
“警地
联动”的防范体系。分局构建“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
参与”的工作机制，动员街道社区
综治力量参与，共组建 39 支义务

巡逻队，
极大壮大了清查队伍。充
分发挥
“守夜人”
作用，
以实际行动
树立了鼓楼公安良好形象。
二、聚焦设卡盘查，构建“警
灯闪烁”的强大声势。依托夏夜
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分局制
定设卡盘查工作机制，在全区设
置路面查控点 3 处，每周开展设卡
盘查行动。在全区范围开展“鼓
楼守护”夜巡行动，共设置 8 处警
灯闪烁点，常态开展驻点值守，极

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
三、聚焦街面巡查，
构建
“警察
巡逻”
的常态机制。分局划分多个
巡防区域，
落实属地派出所围绕胡
同巷尾
“流动巡”
、巡防大队围绕重
点区域
“定点巡”
工作机制，
全力构
筑防点、巡线、控面的治安巡逻防
控网。最大限度提高了群众对各
类违法犯罪的防范意识能力，
从源
头防范各类案件发生，
切实守护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①
杨倩

上蔡县公安局多措并举 加强辖区反诈工作
为贯彻落实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最大限度地降低
电诈案件的发生，上蔡县公安局
研究制定了多项新措施，多措并
举加强辖区反诈工作。
充分认识当前辖区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的严峻形势，
进一步增强
打击和防范电诈犯罪活动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
成立分局反诈
宣防专班，
明确责任，
分工负责，
加

大精准宣防力度，强化协同联动，
从源头防范治理反诈工作，
坚决遏
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牢固树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可防可控理念，善始善终做好常
态化反诈防骗宣传教育工作，结
合群众易受刷单、贷款、炒股、网
购、ETC 等类型诈骗特点，突出工
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安
全常识、金融贷款常识、个人信息

保护等内容的防范宣传教育，组
织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全力
投入反诈宣防工作中，不断增强
职工群众防诈、识诈、反诈意识和
能力。将劝阻指令的接收、处置、
反馈工作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岗
位、具体民警，对因工作责任心不
强、落实劝阻措施不到位造成工
作被动的，将进行通报批评并追
责问责。①

汝南交警“三举措”助推“百日行动”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采取“三举措”，全力抓好秋季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助推夏
季突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百日
行动”深入开展。
严查安全隐患，积极进行整
改。对辖区事故多发路段进行彻
底摸底排查，对事故易发地段、多
发地段进行排查，对事故隐患点、
段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剖析事
故诱因，提出具体的方案，积极督

促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整改措施，
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严格路检路查，遏制交通违
法。为消除秋季机动车违法操作
隐患，大队在工作中坚决做到“三
不放过”：即不消除车辆机械故障
不放过，不消除违法行为不放过，
驾驶人不受到教育不放过，确保
秋季道路安全畅通。同时，大队
根据辖区秋季事故多发的规律特
点，合理调配警力，警力跟着警情

走，实行错时上下岗，实行定人定
岗管控，采取流动巡逻与固定执
勤相结合的勤务模式，堵塞管理
漏洞，
从而消除了交通事故隐患。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
围。为确保秋季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取得实效，大队将安全行车、行
人交通安全等知识，通过广播、电
视、网络及电视台专栏向全社会广
泛宣传秋季交通安全常识，
提高全
民的交通安全意识。①
姚建勋

上蔡县公安局强化夜间巡防 筑牢安全屏障
在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中，上蔡县公安局
把强化夜间社会面巡逻防控作为
一项重要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为
辖区职工家属和居民群众筑牢安
全屏障，有力维护了辖区社会治
安秩序持续平安稳定。
督查旅馆业，
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安全管理。县局党委班子成员
分别负责每日行动的组织协调和
调度指挥，并带队督导，全程跟进
检查。同时，
传递上级领导和单位

对基层民警的关心爱护，
督导参战
民警，
注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整
改隐患，真正做到“民警为群众守
夜，
领导为民警站台”
，
推进巡防工
作有序开展。对旅馆业进行安全
督查，
重点查看旅馆的住宿人员登
记信息是否齐全，
是否存在一证多
人住宿、不及时上传登记旅客住宿
信息，宾馆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
通，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其他
技防设施是否符合规范且完好有
效，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

情况。结合实际，
要求旅馆从业人
员一定要认真查验住宿人员身份
证件，做到“实名、实情、实数、实
时”
登记，
坚决杜绝
“一人登记多人
住宿”
“本人登记他人住宿”
等问题
的发生；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
做好防火、防盗等工作；严格守法
经营，
严禁在旅馆内从事
“黄赌毒”
等各类违法行为；
进一步强化了宾
馆业的治安管理，
有效督促经营业
主和从业人员守法、
规范经营。①

汝南交警“三抓”举措 进一步强化工程车管理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积极采取“三抓”举措，切实加
强工程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维护城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抓牢源头，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结合
“七进”
，
深入工程运输企
业、施工工地，与企业负责人进行
座谈、约谈，
与车队负责人、车辆驾
驶人见面，督促落实安全监管责
任，从源头上杜绝违法行为。同

时，加强与交通运输、生态环保等
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
以定点查
处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渣
土运输企业实施全天候、多方位执
法管理，
防止漏管失控。
抓严路查，有效形成整治常
态。根据工程车辆行驶特点，科
学调配警力和执勤时间，坚持每
日调整查缉卡点、每晚开展夜查
行动，将主要精力和警力投向无

警时段、违法多发区域路段，加强
对工地集中路段的巡逻检查和治
理密度。
抓实宣传，积极营造声势氛
围。发布开展工程车辆违法专项
整治通告，告知广大交通参与者
开展专项治理的目的、意义，提醒
广大交通参与者遵纪守法、文明
行车，争取社会的理解、支持与配
合。①
姚建勋

商丘市公安局张阁派出所：

巡逻防控显威力
百日行动初告捷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倪政伟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李文学
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
启动后，商丘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张阁派
出所闻令而动，全体动员，显性用警与群
防力量相结合，对辖区内重点场所、重点
人群、重点物品等进行叠加式清查。
2022 年 8 月 17 日晚，副所长曹宪伟带
领民辅警巡逻至张阁新街时，发现一男子
相貌疑似前期掌握的盗窃嫌疑人，遂上前
盘问。经核查，该名男子王某（男，54 岁，
夏邑县人）正是多次在集市盗窃中老年人
手机等财物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进一步审
讯，已带破盗窃案件 5 起。目前，犯罪嫌疑
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022 年 8 月 24 日晚，社区民警张涛、
刘权等在辖区盛世花园出租房屋清查时，
发现一男子神色慌张，在盘问过程中，该
男子交代在自己租住的房屋内刚刚实施
了嫖娼违法行为。民警立即将该男子带
至派出所进一步盘问。经查，该男子杨某
（男，30 岁，开发区人）通过“陌陌”交友的
方式认识了韩某（女，虞城县人），后互相
添加好友，约定嫖资并在杨某租房处实施
了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目前，两名违法人
员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2022 年 8 月 27 日，派出所
“百日行动”
办公室负责人在工作中发现，虞城县的李
某，
（女，55 岁）不久前刚被安徽霍山警方
以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上网追
逃，而李某娘家系张阁镇凌阁村人，根据
其活动轨迹、车辆卡口信息等综合研判，
李某有可能在凌阁村居住。因凌阁村已
全部拆迁，民警遂组织人员着便衣在附近
的蔡庄村等地查找。7 月 28 日上午 9 时，
排查人员在已拆迁村外围的临时建筑内，
查获在逃人员李某丽。目前已移交安徽
霍山警方。①

商丘市张阁派出所副所长曹宪伟：

深扎基层
履行好职责使命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倪政伟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李文学
商丘市张阁派出所副所长曹宪伟，自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深扎基层一线，始终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有着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兢兢
业业，扎实肯干。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
员、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市优秀人民警
察等荣誉称号。
2016 年 12 月，
曹宪伟接到陈某某被人
盗取 QQ 账号，冒充 QQ 好友，以出车祸为
由诈骗的警情。曹宪伟通过大量调取银行
数据进行汇总、研判，
锁定了海南省临高县
的犯罪嫌疑人秦某某。2017 年大年初五，
曹宪伟和办案民警一起飞赴海南，将犯罪
嫌疑人秦某某等人成功抓捕归案。
2019 年 9 月，曹宪伟又接到居民王某
被诈骗的警情，涉案资金被嫌疑人利用
POS 机层层分散转移。在所长史鹏彬同志
的指挥下，曹宪伟带领办案民警多次辗转
上海等地，
抽丝剥茧，
将矛头直指云南边境
和境外缅甸，
锁定涉案嫌疑人数百人。
疫情稳定后，曹宪伟带人驾车先后行
程三万余公里，在福建、浙江、广东、河北、
四川、重庆、深圳等多省、市抓捕嫌疑人数
十人，
有力地打击、
震慑了电信诈骗犯罪。
“百日行动”
以来，
曹宪伟带队先后抓获
了盗窃共享电动单车的犯罪团伙，
破获案件
二十余起；
又抓获了在街面盗窃群众手机等
财物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有力地打击了盗
窃犯罪分子，
保障了群众的财产安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