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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交警“三强化”
扎实做好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管理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积极落实三项措施，全力做好
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护航校园安全。
强化源头管理。大队主动联
系辖区中小学校，警校联合开展
隐患排查，重点排查中小学校、幼
儿园驻地交通安全状况，针对学
校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
线、减速带等存在设置不完善、陈
旧、损毁等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尽
快修复、完善，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督导落实，安排警力在学校上下
学时段与学校共同负责疏导学校
门前路段的交通，指导家长有序
停放车辆，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强化宣传教育。积极会同教
育部门，走进校园开展校园交通
安全宣讲活动，切实增强宣传教
育的密度、广度和深度，提高广大
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加强对“小手拉大手、文明
伴我行”活动的宣传推广力度，以
小手拉大手，提高学生家长及社

会各界的遵章守法意识，自觉维
护好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强化秩序管控。大队在学校
密集区域开展秩序整治行动，集
中力量开展对接送学生车辆的违
法行为专项治理活动，严防非客
运车辆从事接送学生现象的发
生，对高峰时段的交通秩序状况
进行有效控制，全面掀起严管整
治高潮，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
围。①
姚建勋

登封公安局召开警民恳谈会 架起警民连心桥
□大象新闻记者 刘小玉
‘百日行动’收官宣传工作”为主
通讯员 刘庆晓
题的警民恳谈会。
为扎实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
座谈中，民警首先介绍了夏
治“百日行动”，净化社会环境，广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意
泛倾听群众意见,登封市公安局
义和开展情况，汇报了在“百日行
广大公安民辅警深入辖区村庄、
动”中的有效措施、先进经验、工
企业、学校等场所，紧紧围绕“听
作亮点。其次，民警向大家宣传
民生、纳民意、暖民心、解民忧”四
了防火、防盗、防骗等方面的安全
个方面，不断深化和创新警民恳
知识,对打击电信诈骗、侵犯企业
谈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权益的典型事例和公安机关优化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
窗口服务、提供上门办证、街面巡
宁。
逻防控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进行了
9 月 20 日，送表派出所组织
详细介绍，让群众了解电信诈骗
民辅警在登封市白坪乡丁村村委
常见手段和防骗技巧，掌握基本
会 ，召 开 以“ 夏 季 治 安 打 击 整 治
的网络诈骗防范措施，明白消防

安全的重要意义和常见预防知
识。
“咱们派出所民警征求了我
们的意见建议，也当场给我们解
决了很多的问题。这是一项便民
利民的实事、好事，希望这样面对
面交流、心与心沟通的恳谈会能
持续开展。”村民代表说道。接下
来，登封市公安局将持续开展警
民恳谈活动，进一步拉近警民关
系，增强广大群众支持公安工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平安登封
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①

汝南交警三坚持 扎实做好“减量控大”工作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以“百日行动”为切入点，严查
酒醉驾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压事故、保畅通，扎实做好事
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促进辖
区道路交通秩序进一步好转。
坚持科学布控，确保形成震
慑。以“百日行动”为契机，后勤
警力和一线执勤民警相结合，在
城区各主要路口均加强早晚高峰
站岗执勤，强化交通疏导，严查各
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严格按照

工作要求，对酒醉驾等交通违法
形成震慑，同时，实行弹性勤务机
制，加强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减少
管理空隙，切实提高路面见警率
和民警管事率，对巡逻中发现的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促
进城区交通秩序进一步好转。
坚持整治常态化，确保长期
有效。在日常管理中，始终将酒
醉驾、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突出
交通违法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
象，结合辖区工作实际，持续不断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力争形成高
压管控的长效机制，确保管控长
期化、常态化。
坚持开展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始终把宣传教育贯穿于整个
工作中，重点加强客货运企业、学
校等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发布
交通安全提示，大力宣传文明出
行、安全出行的重要性，倡导文明
交通、从我做起，共同打造安全、
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秩序。①
姚建勋

封丘县公安局群策群力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
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
动”中，封丘县公安局注重宣传引
导，
群策群力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法制进校园常态开展。该局
组织担任法制副校长的民警，
联合
司法、检察等部门组成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法制宣讲团，深入全县 19
个乡镇学校开展法律宣讲暨
“育苗

员”
业务培训，
重点对新《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和亮点内容进行了释
义解答，发放关爱未成年人、未成
年人心理辅导手册、抵制毒品、预
防电信诈骗、网络犯罪、反对校园
暴力、反拐卖等宣传资料 1 万余
份。共育新模式蓄力推进。通过
多媒体、互动游戏、仿真模型等方

式，
摸索符合公安特色的青少年法
律宣传模式。在公安微博、微信公
众号发布安全防范常识，
搭建与师
生、家长互动桥梁；联合教育部门
建立
“平安校园”
交流群，
实时掌握
学校法治教育需求，
协助学校开展
法治教育，
共同打造青少年法制教
育志愿服务新格局。①
中瑞

汝南交警多措并举 严打整治酒驾醉驾不松懈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认真分析研判，科学部署警力，
采取有力工作措施，严打整治酒
驾醉驾不松懈。
分 析 研 判 ，强 化 工 作 部 署 。
大队专门研判分析辖区交通安全
形势，确定酒驾醉驾整治的重点
区域、道路、时段，查纠薄弱环节，
制订切合实际、可行管用的工作
方案，细化工作措施，集中精力，
用好警力，提高整治的实效性，确

保行动顺利开展。
高 频 整 治 ，保 持 高 压 态 势 。
开展密集型整治行动，改变以往
点多面广、分散作战的缺陷，采取
集中优势警力、整合有效警力，提
高酒驾醉驾路面管控高压性、专
项整治高频性，做到逢车必检、逢
疑必测，对酒后驾车违法行为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酒后驾驶成
为人人不能碰、不敢碰、不想碰的
高压线。

宣 传 引 导 ，营 造 浓 厚 氛 围 。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发布安全提示，及时曝光典型案
例，广泛宣传酒驾的危害性、严重
性和违法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深入剖析因酒驾引发的交
通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广大
群众自觉抵制酒驾，
让每一个驾驶
人深刻认识到这是一条不能碰、不
敢碰、
碰不得的
“高压线”
。①
姚建勋

星期五

耄耋老人迷路
暖心民警助其回家
9 月 20 日，汝南县公安局韩庄派出所
及时救助一迷路老人，并联系其家属安全
接回，受到老人家属及周围群众的一致好
评。
上午 10 时许，韩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李
某求助，称其父亲（95 岁）在某医院看病时
不慎走失，因老人年事已高，并患有老年
痴呆症，家人非常担心，经多方寻找未果
后报警求助。
值班民警李宝安接警后，
立即向报警人
李某了解老人走失的具体情况。李某告诉
民警，
当日下午其带着父亲到医院看病，
其
间因外出买东西，
李某安排父亲先在医院等
一会儿，
结果李某回来后就找不到父亲了。
此时的李某神情激动，
心里无比焦虑。
民警从李某那儿要了张老人的照片，
立
即调取查看相关视频资料，
通过老人的活动
轨迹确定查找范围。同时，
将老人的照片转
发到朋友圈，
发动社会力量进行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警的努力坚持
下，经过民警的不间断寻找，当日 12 时许，
民警根据相关资料信息，在镇卫生所附近
找到了走失的老人。民警仔细查看了老人
的身体并无大碍，
随后立即联系李某，
将老
人安全交给李某。李某激动地握着民警的
手感激地说道：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人民
警察为人民！
”
①
徐小斌 苗占胜

汝南警方深入辖区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力度，提高辖
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9 月 20 日，
汝
南县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结合“百日行
动”
，
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开展禁毒宣传活
动，
为群众普及禁毒知识，
宣讲毒品危害。
活动中，该所民警通过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设置禁毒宣传咨询台、现场讲解等
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了常
见毒品种类、吸食毒品危害、伪装形式以
及如何远离毒品、防范毒品等禁毒知识。
同时，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
了毒品对人体和家庭的危害及对社会的
影响，让防毒、拒毒的理念深入人心，引导
广大群众自觉抵制诱惑，自觉做到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
通过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防毒
意识和能力，帮助大家从思想上认清毒品
的危害，从行为上拒绝毒品的诱惑，起到
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在辖区营造了浓
厚的禁毒宣传氛围。①
徐小斌 刘景博

封丘县公安局
下好安全监管“先手棋”
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
封丘县公安局下好安全监管“先手棋”，筑
牢安全底线。一是在压实责任、全面排查
上发力。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压
紧压实监管主责，确保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二是在排查整治、剿灭隐患上发
力。治安、禁毒部门分别深入辖区涉危涉
爆单位、易制毒化学物品单位开展隐患排
查整治；食药环森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局、
食安委办等部门，对辖区各校园食品安全
进行排查，有效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及
监督能力；各派出所突出对辖区医院、宾
馆、商场、娱乐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和治安
安全检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在宣
传教育、营造氛围上发力。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入企教育培训活动，引导企业员工学
习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不断强化企业
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提高履行安全
管理职责的自觉性和安全操作技能，
依法、
按章、
规范地抓安全生产管理。①
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