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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新华街派出所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为提高辖区群众的识骗、防
骗能力，有效预防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的发生。9 月 21 日，汝
南县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组织
民辅警深入辖区开展防范电信
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反电
诈宣传资料、入户宣传、现场讲
解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辖区群众全面宣传电信诈骗的
种类、惯用手段以及识别、防范

的技巧，并向群众推广安装使用
“国家反诈中心”APP，进一步增
强群众的防范能力和防范意
识。民警还围绕冒充公检法、熟
人诈骗、网络刷单诈骗、冒充淘
宝工作人员诈骗等多类诈骗手
段向群众进行了具体讲解，提醒
广大居民要时刻牢记，并做到
“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不转
账”，不要贪图小便宜。同时，民
警提醒辖区群众要提高警惕，不

要轻易将个人信息、银行卡号、
存款密码等信息告知他人，避免
落入电信诈骗的陷阱。遇到可
疑情况时，要及时报警，以免遭
到不法侵害。
通过宣传活动，切实增强了
辖区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意
识和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
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也为维护辖区社会环境稳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①徐小斌 刘景博

八旬老人迷路 汝南俩派出所民警联动助其回家
9 月 19 日，汝南县公安局三
桥派出所和罗店派出所紧急联
动，将一名 80 多岁的迷路老人
安全送回家中，受到辖区群众的
一致点赞。
当日下午 4 点，罗店派出所
值班民警接到三桥派出所的电
话，称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自
称是罗店镇的，但是忘记了自
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骑着一
辆电动小三轮在三桥镇街上迷
路了。三桥派出所的民警把老
人的照片发过来，寻求罗店派
出所的民警协助，尽快找到老

人的家。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民警立
即将迷路老人的照片转发给罗
店镇的村干部，但村干部的回复
不是“查无此人”就是“正在查
找”
，这下可急坏了民警。
出于对老人的安全考虑，一
方面，三桥派出所的民警先将迷
路老人送到罗店派出所，另一方
面，民警带领辅警继续加大对迷
路老人家庭住址的查找。功夫
不负有心人。最终，在民辅警走
访到该镇罗西村时，村干部确认
迷路老人系其村余庄村民。

民警立即返回所里，接住老
人，送其回家。至此，两个派出
所的民警仅用了两个小时就把
迷路老人安全送至家中。民警
后来经询问得知，老人当天上午
独自去三桥镇走亲戚，由于年纪
大了总是忘事，自己在街上迷路
了。老人的家属对三桥派出所
和罗店派出所民警的热心帮助
表示深深感谢，并让民警放心，
以后一定会照顾好老人，不会再
出现让老人独自一人外出的情
况。①
徐小斌 刘景博

大红锦旗表谢意 警民鱼水情更深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
开展以来，
长垣市公安局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刑侦
大队在情指中心、技术科的鼎力
支持下，
成功破获 2 起盗窃案件，
抓获2名盗窃犯罪嫌疑人。
9 月 15 日，
长垣市丁栾镇居
民田某报警，称自家放有黄金项
链、钻石项链的保险柜及 2 万元
现 金 被 盗 ，总 价 值 约 15 万 元 。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围
绕受害人社会关系及小区周边
重点人员展开走访，最终锁定受

害人邻居有重大嫌疑。民警遂
对其活动轨迹进行分析，于 8 月
21 日在丁栾镇某社区将犯罪嫌
疑人田某乐抓获。经审讯，田某
乐对其在邻居田某家中实施盗
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 月 17 日，长垣市恼里村邢
某报警，称其卧室内现金 4 万余
元及一部苹果手机被盗。接警
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调取
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发现
一名中年妇女有重大作案嫌疑，
大量走访摸排后，9 月 19 日下

午，民警在恼里镇龙相村将其抓
获，并找到被盗手机和现金。经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某对其盗窃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8 月 20 日上午，田某、邢某
相继将书有“对党忠诚 服务人
民”
“ 领导有方 亲民爱民”字样
的锦旗送至公安机关，对民警不
辞辛苦连续奋战打击犯罪表示
感谢。①

汝南交警扫除“三盲区”扎实推进“百日行动”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通过扫除“三盲区”，全力推进
夏季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百日行
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平稳向好。
扫除源头管理盲区。组织
警力定期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对
运输车辆开展全面细致的安全
隐患排查，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
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运输车
辆的源头管理和日常监管，全力
预防和减少各类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
扫除路面管控盲区。为破
解人员少、警力不足的难题，大
队探索启动了“大巡防”勤务机
制，充分发挥中队联勤联动的
“合力”优势，提高了民警带班
率、道路巡查率、事故处置率、隐
患发现整改率，提升了执法效
能，破解了见警率低、执法不规
范的问题，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扫除宣传教育盲区。在日

常纠违行动中，坚持罚教并举，
在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时，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大
力宣传安全行车常识、交通法规
和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真正达到查处一起、纠正一起、
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同时，在
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窗口，摆放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发放宣传资
料，不间断的循环播放交通事故
警示片，营造浓厚安全交通氛
围。①
姚建勋

长垣警方快速救助受困车辆获赞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巡逻防
控工作，全力确保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稳定，营造安全、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长垣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加大巡逻力度，9
月 16 日，巡逻期间救助一受困
车辆。
当日晚上 10 点左右，长垣
交警执勤人员巡逻至 219 省道
大沙丘滩区路时，发现一辆面包
车停在路边的土地里，出于职业
习惯执勤人员停下车上前询问

情况，一名司机面红耳赤，磕磕
巴巴地说是因为天黑为了躲避
对向车道驶来的电动车，操作不
当导致面包车掉入路边的土地，
执勤人员第一反应驾驶人应该
是酒后驾驶，遂让驾驶人出示证
件，检查一切正常后随即对驾驶
人现场进行了酒精测试，但令人
意外的是驾驶人一切正常；询问
得知驾驶人已经被困了 30 分钟
左右，正急得焦头烂额，疯狂地
给朋友打电话求助；执勤人员随

即让驾驶人上车，拿出巡逻车里
的拖车绳合力把受困的面包车
从土地拖至安全区域。事后驾
驶人曹某对执勤人员连声道谢，
并表示今后务必会小心驾驶车
辆，严格遵守道路安全法的规
定，
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9 月 18 日一大早，驾驶人曹
某将一面书有“感谢人民好警
察 助人为乐新风尚”的锦旗送
至交警大队，对民警及时救助表
示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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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交警“三个突出”
有力推动“百日行动”纵深发展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足辖区实
际，以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为抓手，采取“三个
突出”举措，持续掀起整治严厉攻势，有力推动
“百日行动”
纵深发展。
突出分析研判。认真分析研判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态势、事故类型和成因，找准薄弱环节、
突出问题及工作切入点，
紧紧围绕事故预防
“减
量控大”
工作目标，
按照波次行动及
“百日行动”
任务清单，
从落实责任、明确目标入手，
定人员、
定时间、定任务，采取细之又细、严之又严的管
理举措，
全力推进，
确保取得实效。
突出源头管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加强
对事故多发路段、农村重要路口的排查治理，
对
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并及
时制定整改措施，通过交安委督促相关部门严
格落实整改，
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
突出路面管控。按照“百日行动”部署，以
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一总五分”
为
抓手，紧盯清晨、午后、夜间等重点时段，聚焦
“两客一危一货一面”
等重点车辆，
打击酒驾、防
住超员、盯住超载、控住车速、管住疲劳、严查
“双违”，严防群死群伤事故，全力压降事故风
险。①
姚建勋

长垣警方
开展易涉毒场所风险排查
为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加强娱乐场所禁毒阵地宣传工作，提高娱
乐场所从业人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近日，
长垣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对易
涉毒娱乐场所进行清理清查行动。
行动中，民警采取政策宣讲+现场毒品检
测的方式，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进行毒品知
识宣讲，发放《河南省禁毒条例》宣传手册，并
就《条例》中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要求进行重点
解读，随后民警采取“不留死角”
“ 不漏一人”
的清查方式，对从业人员和消费群众进行现
场吸毒检测，排查场所内是否存在吸毒贩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严查场所内实名制
登记台账、禁毒警示牌标语是否悬挂、询问场
所负责人禁毒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等，要求从
业人员加强行业自律，预防和制止场所内违
法犯罪活动的发生，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或情
况马上致电派出所。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15 人次，警车 4 辆，检查娱乐场所 6 处，涉毒
尿液检测 49 人。
此次涉毒排查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娱乐场
所管控措施和从业人员禁毒意识，有效筑牢了
娱乐场所禁毒防护网。①

汝南交警坚持“三注重”
筑牢农村道路安全屏障
近期，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针对农村道
路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特点，
坚持“三注重”，扎实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
全力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注重研判分析。深入分析研判辖区交通事
故规律及农村道路特点，
深挖交通安全隐患，
剖
析交通事故多发原因，
精准把握形势走向，
及时
调整工作措施，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职、定
责”
原则，
推动措施落地。
注重违法查处。组织警力深入事故多发、
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乡镇道路、
“集市”，
开展专
项查处整治，重点检查农村面包车、摩托车、农
村三轮摩托车、电动车违法，
全力维护好农村道
路交通秩序，坚决预防和遏制农村较大以上交
通事故发生。
注重隐患治理。依托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
深入农
村地区现场研判，对道路急弯陡坡、临水、漫水
桥等事故多发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增设危险
警示标志、安装护栏等，做到优化小细节，解决
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
生。①
姚建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