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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文昌分局多举措服务“三夏”生产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王向东
时值
“三夏”
，
为更好服务示范
区
“三夏”
生产，
周口市公安局文昌
分局紧密结合当前治安特点，
多措
并举，
以维护农村麦收区域治安稳
定、确保收割机安全运营、严防麦
地麦场失火为重点，
扎实开展各项
服务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
切实为
“三夏”生产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治安环境。
文昌分局结合辖区治安特点，
加大对易发案时段、易发案地段的
巡逻力度，
深入到田间地头，
扩大社
会治安控制面，
有效预防了各类案
件的发生，
切实维护了群众的财产
安全。对
“三夏”
期间辖区群众的报
警求助，
值班民警做到快速反应，
热
情服务。同时，
充分发挥公安职能
作用，
严厉打击公路违法拦车、
殴打

收割机司机等影响
“三夏”
生产的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了良好
的生产秩序。
同时，
为方便农忙期间外出返
乡人员户籍办理，
文昌分局户籍室
推出灵活举措，
针对预约办证的群
众，最大限度给予方便，同时推出
了上门服务，
针对因农忙或不方便
取证的群众，推出了送证上门服
务，
尽可能地方便辖区群众。

扶沟县公安局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闫小凤
近日，
扶沟县公安局召开全县
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
安排部署 2020 年全局思想政治工
作及全警大练兵计划。
会上，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石伟围绕当前公安工作实际，
作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公安机关
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讲座。同时

宣读了《扶沟县公安局教导员（指
导员）岗位职责考核办法》和《周口
市公安局政治教导员（指导员）考
核细则》，并对县局的思想政治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最后，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田豪杰要求：县
局各单位教导员、指导员要找准位
置，迅速进入角色，增加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

要牢固树立政治建警思想，
把全体
民辅警统一到党的坚强领导上。
二要强化队伍建设，严明纪律规
矩。三要紧密配合公安业务工作，
把政治监督放在首位。四要坚持
全警练兵，增强服务实战的本领。
多干实事，
少说空话，
开拓进取，
大
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贴近实战、
贴近一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努力
开创扶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

沈丘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
看望慰问李广禄同志家属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郭亚飞
5 月 23 日上午，沈丘县见义
勇为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长
春、槐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春芳、公
安局组教科科长李文艳看望慰问
河南省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李广禄
同志的家属。
据悉，李广禄同志，是沈丘县
槐店镇沙南居委会同贺巷居民，
2015 年 4 月 25 日中午，因抢救落
水 儿 童 不 幸 牺 牲 ，年 仅 35 岁 。
2016 年，李广禄同志被认定为革

命烈士，2018 年被授予
“河南省见
义勇为积极分子”
荣誉称号。
李广禄同志父母年迈、子女
年幼，遗孀在外地打工，家庭生活
困难。情况汇总上报后，县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县见义勇为评
定委员会副主任李恒新高度重
视，立即安排专人前往看望慰问，
听取实际困难并由组织帮助解
决。
在李广禄同志家中，黄长春、
李文艳同志向其家属赠送慰问
品 ，颁 发 见 义 勇 为 奖 章 和 证 书 。

充分听取其父母、妻子在日常就
医、子女入学等方面需要组织帮
助解决的问题并记录，随后将逐
一帮助解决。槐店镇党委副书记
李春芳表示：李光禄同志，是槐店
镇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今后，镇
党委、政府将尽己所能，在遗属帮
扶救助上给予关心、倾斜、保障。
沈丘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
办室主任、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黄长春向李光禄的家
人转达李恒新同志的问候和敬
意。

爱心企业为扶沟县公安局捐赠抗疫物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闫小凤
5 月 27 日，
爱心企业
“央正成”
医疗科技公司委托北京姜新生先生
向扶沟县公安局捐赠 3200 只 3M
口罩及200套防护服抗疫物资。县
政府党组成员、
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
长田豪杰代表局党委接受捐赠。
爱心企业代表称：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
扶沟县是无确诊病例的县
之一，
这与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分不开，
与全县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
分不开，
也与全县公安民警的艰苦努
力、
有效防范分不开。扶沟县公安局
民辅警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冲锋在前，
连续作战、
守土有责。希望这批抗疫
物资能给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带
来帮助，
警民联手，
共渡难关。
”
局长田豪杰向爱心企业表示诚
挚感谢。他表示，
热心企业前来捐
赠，
给公安机关带来的不仅是防疫
物资，
更代表了他们对我们的关爱

和支持。扶沟全县公安民辅警将不
负人民的信任重托，
一如既往，
勇往
直前，
坚决打赢打胜疫情防控阻击
战，
为守护全县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和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作出公安机关
应有的更大贡献。
随后，
局长田豪杰带领爱心企
业代表姜新生先生参观了县局六室
两管。局党委委员、政办室主任胡
春华及后勤刘金峰陪同参观。

扶沟公安局联合县医院
开展
“服务三夏”健康义诊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琼
5 月 25 日，扶沟县公安局联
合县医院在柴岗乡丁庄行政村开
展了“服务三夏”健康义诊帮扶活
动，为贫困群众送去关爱与温暖，
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当日上午，县政府党组成员、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田豪杰在
局党委委员王四化的陪同下，来
到了义诊现场，帮助村民们填表
登记、进行问题咨询。医护人员

为村民们量血压、做心电图，耐心
细致地对他们询问的健康疾病问
题进行解答。
义诊现场，局长田豪杰要求
驻村民警以此为契机，把好事做
好，实事做实，倾听群众呼声，做
好村民的健康筛查工作，对于因
病致穷的家庭，制定帮困措施，加
大扶持力度；要做好贫困村排查
走访工作，守好“三夏”安全生产
的防线，坚持标本兼治，尽力解决
好群众“三夏”生产期间遇到的困

难，
确保
“三夏”
生产不存隐患。
炎 炎 仲 夏 日 、丝 丝 警 民 情 。
扶沟县公安局党委在精准扶贫中
出实招、办实事，通过“义诊”活
动，将医疗卫生服务送到村民家
门口，有效解决了贫困村群众“小
病不出门,大病可预防”的问题。
此次活动共计为村民义诊 300 余
人次，为实施医疗帮扶政策提供
了精准数据，为群众不因疾病返
贫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得到了村
民的交口称赞。
主编：
颜景献

扶沟公安局
举办庆六一
亲子读书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闫小凤
为庆祝儿童节的到来，5 月 24 日，扶
沟县公安局举办了“放飞梦想、开心成长”
庆六一亲子读书活动，为 20 多名民辅警家
庭代表和孩子们提前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
礼物。局党委委员、政办室主任胡春华同
志出席活动。
当日上午 10 时，亲子活动在欢快的气
氛中拉开序幕。胡春华代表局党委向全局
民辅警子女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对民辅警
家属长期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表示感
谢。同时表示以后会多开展此类活动,持续
做好从优待警工作,丰富警营文化生活,培
养民辅警子女对公安事业的认同感、自豪
感。
据悉，
本次活动开展了古诗朗诵、唱诵
表演、故事会讲述等项目。精彩的表演赢
得了孩子们开心的笑容。现场的孩子们都
收到了节日礼物，
浓浓的亲情在现场荡漾，
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此次活动的开展，缓解了辛勤工作的
民辅警的工作压力，又让民辅警子女充分
感受到了警营的温馨氛围，拉近了孩子与
家长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增强了公安队伍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钥匙开错骑错车
民警迅速追查终找回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琼
有认错人的、有看走眼的，
这不还有骑
错别人电动车的，害得车主以为电车被盗
而报警。还好经民警用心查找，最终帮助
涉事双方找回了各自的电动车。
5 月 24 日下午 18 时许，扶沟县练寺派
出所值班民警接群众报案，称在练寺镇医
药公司门口丢失一辆电动车，接警后派出
所民警迅速到达现场，
并调取附近监控，
发
现电车被一老一少两名男子不慌不忙地骑
走了。民警通过追踪监控发现两名男子驾
驶电动车拐进辖区一个村庄里没了踪迹，
随即民警通过在辖区内的
“警民一家亲”
微
信群里寻找这两名男子，很快群里有人说
很像某村的王某某父子，得知此消息后办
案民警迅速展开追查，当办案民警找到两
名男子家的时候发现了丢失电动车。
经询问得知，原来是王某某的姐姐进
城办事，把电动车放在了练寺镇医药公司
门市部门口，给王某某打电话说让骑回去
充充电，
王某某和父亲一起去骑车时，
并没
有仔细确认是否是其姐姐的电动车，用钥
匙打开
“丢失”
的电车，
骑着就走了。
了解情况后办案民警拿着王某某的电
车钥匙返回到丢失电动车的地方，确实还
有一辆电动车在此停放，钥匙插上就打开
了，
至此，
丢失的电动车被找回。民警在此
也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
物，
做好防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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