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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公安局纵深推进“百日行动”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究调度部署专项行动。第一时间
通讯员 史中涛
制订了工作方案，
明确了责任分工、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
保障机制和工
动”开展以来，扶沟县公安局强化
作要求，
要求全局上下进一步提升
组织领导，全警动员、全力以赴，
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对照工作
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大力整
目标，
纵深推进
“百日行动”
。
治社会治安问题，攻坚化解各类
同时，深入推进夏夜治安巡
安全隐患，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
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持续开展
局持续平稳。
“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
扶沟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
合理划定巡逻区域，全警参与，密
“百日行动”
，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研
切配合，强化对步行街、商超、车

站等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
控。始终坚持精准打、持续打，向
各类突出违法犯罪行为发起凌厉
攻势。强化跟踪问效，局党委班
子成员每日带队，组织督察大队、
指挥中心和政治处等警种部门组
成联合督导组，对各单位“百日行
动”巡查宣防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整
改，实时通报晾晒，确保局党委各
项安排部署落到实处。①

扶沟吕潭派出所
多项措施推动“百日行动”走深走实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
开展以来，
扶沟县公安局吕潭派
出所坚持
“打、
防、
管、
治、
宣”
多维发
力，
切实保持社会面治安干干净净，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
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针对
夜市、
商业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采
取车巡、步巡和定点执勤相结合的
立体化巡控模式，
所有警力做到摆

上街面、警灯常烁、巡控不松懈，
给
群众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安全感。
强化安全监管。组织警力深
入厂企、学校、农贸市场、九小场
所、物流寄递等，重点对“水火电”
安全使用、
“三防”落实情况、疫情
防控是否到位等进行排查，杜绝
一切火灾、触电等安全事故隐患，
夯实疫情防控屏障，全面压降盗
抢骗等违法犯罪警情。
坚持打击整治方针不动摇，

在日常接处警工作中积极摸排线
索，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打架斗
殴、寻衅滋事等案件，深挖彻查，
坚决依法严厉打击。组织社区民
警进社区、进村社、进学校通过典
型案例开展反电诈、反盗窃、防溺
水、防火灾、防汛、拒酒驾、拒黄赌
毒等宣传教育活动，向群众揭露
入室盗窃的技术手段和各类诈骗
特征，切实提高群众安全防范和
自我保护意识。①

从 244674 到 0，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大象新闻记者 刘小玉
通讯员 孟嘟嘟
244674，当你看见这个数字，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数儿不小。”在航空港区
一所中学任职的彭老师神色有些
疑 惑 ，像 是 对 这 个 数 字 有 些 不
解。当被告知这是 2020 年全国
交通事故的发生总数后，她骤然
捂住了嘴巴，眼眶有些湿润，好半
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1 年，244674 起，这也就意味
着，
几乎平均每 1 天就有 67 起交通
事故发生。其中，
汽车发生的交通

事故最高。作为接送学生上下车
的载客汽车，
校车的安全问题更是
不容忽视，
校车安全不仅仅是学生
人身健康安全的一大屏障，
更是千
万家庭幸福美满的有力保障。
9 月 21 日，航空港公安分局
交管巡防大队开展辖区校车安全
集中查验，确保辖区学生上下学
安全。
“ 校车安全必须细致，不能
放过每一处细节。”民警要对每一
辆校车的基本情况进行逐一核
对，并多次复核审查，确保所有车
辆安全技术性能良好。
在随后的查验过程中，民警

重点严查校车驾驶人资质、校车
手续是否齐全、校车年检情况以
及对车辆的维护保养等情况，逐
车重点检查车辆外观标识、校车
标志灯、灭火器、急救箱配备等。
同时，
民警仔细检查了车辆轮
胎、
制动、
限速装置、
应急安全门等车
辆安全设施情况，
防止
“病车”
上路。
当日共查验校车 5 辆，民警对
查验合格校车，同步办理换领校
车标牌业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当场责令限期落实整改，确保
学生上下学行车安全，筑牢学生
乘车安全防护网。①

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长征派出所：
姐弟不慎走失 民警紧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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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振标
近日，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
局长征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市
民王女士称带着儿女在民主路某
小学附近逛街时，突然发现儿女
没了踪影。民警从王女士口中得
知，出门前，两个孩子缠着要买玩

具，而且儿子手里还拿着自己的
存钱罐。
经分析，派出所迅速出动警
力，在附近的玩具店、商场以及附
近几个主要路段和胡同沿路寻
找。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可还是
不见孩子的踪影，王女士心急如
焚。直到一个小时后，
在寻找过程
中王女士听邻居说，
在市中心广场

附近见到过姐弟俩。随后民警立
即将寻找重点放到民主路中段及
市中心广场这个区域。经过寻找，
民警在老四中附近找到了姐弟两
人，男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存钱罐，
看上去很着急，
都快急哭了。
随后民警将孩子送回到其母
亲身边，王女士见到孩子后连声
向民警表示感谢。①

扶沟江村派出所
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为积极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环
境，
进一步营造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的宣传氛围，
增强群众防
范意识，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连日来，扶沟县公安局江村派
出所创新方式，多措并举，让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宣传工作进村镇、进
超市、
进公园、
进广场、
进家庭。
近日，江村派出所组织民警
到老人活动中心和老年人聚集场

所，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宣传活动，向老年人普及养
老诈骗
“套路”
手法。
通过生动典型的案例，面对
面讲解当前养老诈骗的主要手
段，揭露养老诈骗“套路”，帮助老
年人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同时，民警深入社区商铺、社
区公园、进村入户派发防范养老
诈骗宣传资料，提醒群众不轻信
陌生电话和信息，不轻信保健品
等养老产品销售骗局，切实增强

群众防范意识。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宣传，
线上
依托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政务工
作群等宣传资源载体，
公布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线索举报
方式，线下在人流密集的社区、学
校、市场、商铺、出租屋，通过 LED
屏播放宣传标语、
悬挂横幅、
张贴海
报、发放宣传资料，加大宣传覆盖
面，
做到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宣传行
动人人皆知，
进一步营造全民防范
养老诈骗浓厚的社会氛围。①

扶沟崔桥派出所
掀起“百日行动”浓厚宣传氛围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开展以
来，扶沟县公安局崔桥派出所创新宣传工
作思路，拓宽宣传渠道，强化宣传发动，以
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防范
宣传活动，
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为推动
“百日行动”
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
加强
“点”
上宣传。围绕重点整治村多
维度大力开展宣传攻势。组织民警利用
“赶
集日”
开展面对面宣传，
让群众充分认识到
黄赌毒、寻衅滋事、酒驾醉驾等夏季多发性
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提升人民群众
的遵纪守法意识。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邀请各镇办村委
治保主任、企业负责人、中小学负责人等，
召开
“出租屋摸排整治专项行动会议”
、
“全
区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工作会议”、
“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工作会议”
、校园安防工作会
议，针对重点区域、重点工作、重点人员进
行安全防范工作安排部署，要求各单位做
到守土有责，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好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
安全防范和宣
传工作。①

■图片新闻

2022 年 9 月 22 日，滑县公安局高平派
出所民警万真真、张崇阳，
在辖区周谭村为
留守老人讲解防诈骗技巧和消防安全等常
识。①
摄影 张波 通讯员 丁彪

扶沟警方
持续深化养老诈骗打击整治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华琼
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
开展以来，
扶沟县公安局结合公安
部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活
动。
近日，
扶沟警方强化线索摸排，
加强与
网信、民政、卫健、市场监管、银保监等有关
部门对接协调，精准摸排重点领域侵害老
年人财产权益的违法犯罪线索。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广泛发动群
众举报犯罪线索。建立健全线索核查处置
机制，
对上级交办、部门移交、群众举报、主
动摸排掌握的线索，
逐条核实，
确保每一条
线索核查处置到位，交办线索核查质量将
纳入平安综治考核。
按照“稳、准、狠”要求，对存案深挖彻
查，
对现案加强攻坚突破，
重大疑难案件挂
牌督办，全面梳理养老诈骗犯罪案件未到
案人员，
落实追逃措施。
强化宣传引导，充分用好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手段，推动涉老反诈宣传进养老机
构、进社区、进农村、进超市、进家庭。以案
说法，
宣传养老诈骗典型案件，
揭露犯罪套
路手法，
提高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
最大限
度挤压行骗空间。同时，加强对专项行动
的舆情信息监测，
按照
“三同步”
要求，
依法
稳妥做好敏感案事件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严防恶意炒作。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