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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标语墙“扮靓”乡村
周口全面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赵江波
为切实做好农村消防宣传
工作，近日，周口市各乡镇利用
乡村街道墙体，绘制消防漫画、
标语墙，打造农村消防“墙头文
化”，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

式，引导广大群众了解消防、学
习消防、参与消防。
墙体标语、漫画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以家庭防火、扑救火
灾、火场逃生自救等为主，将消
防安全常识以简洁明了的文
字、生动形象的漫画彩图体现

出来，吸引了乡镇常住居民及
诸多过往行人和车辆的目光，
成为广大群众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的“流动课堂”，真正做到消
防安全与日常生活“零距离”，
让消防安全进入千家万户、入
脑入心。

护栏刺穿男子身体
消防员 80 分钟切割救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赵江波
6 月 17 日 3 时许，周口市消
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市中
心医院报警求助称，一男子在车
祸中被护栏刺穿身体，由于护栏
较长，无法实施手术，请求消防
帮助。接警后川汇区消防救援
大队指战员前往救援。

经了解，事故发生时，受伤
男子坐在小型客车后排右座，
所在车辆为躲避大货车，不慎
撞上路边护栏，男子被破损护
栏刺中，方钢穿透身体，送医后
由 于 护 栏 过 长 ，无 法 进 行 手
术。了解情况后，现场消防指
战员立即与主治医生沟通，确
定了先清理麻醉后切割截断的

救援方案。由于救援要求不能
有大幅度震动，消防救援中队
长赵云峰利用“角磨机”将刺穿
体外多余部分防护栏进行切
除，经过 80 分钟的紧张救助，顺
利完成了切割任务，将其交与
医生立即实施手术。
目前，该男子正在接受进一
步医治。

一周抓获 10 人！
周口文昌警方重拳打击网络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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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络诈骗犯罪呈爆
发式增长，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损失。周口市公安局
文昌分局在做好源头防范的同
时，始终对网络诈骗犯罪始终保
持凌厉攻势。
兵贵神速抓首犯！在侦办
的以李某丽为首的网络婚恋诈
骗案件中，6 月 9 日，民警侦查发
现李某丽在陕西省宝鸡市出现，
为了抓住战机，党支部书记高洪

亮立即带领民警连夜赶至宝鸡
市，将李某丽堵在宾馆内，成功
将其抓获。
锲而不舍擒顽凶！对于以
虚假购物实施诈骗的曹某等人，
专案民警先后多次到烟台、厦门
对其实施抓捕未果，6 月 11 日，
专案民警最终将曹某等人悉数
抓获。
联合行动打团伙！经过前
期缜密侦查，以李某为首的以收
购他人银行卡进行倒卖实施诈
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成

员分布两省三地。要想一举打
掉该团伙，必须同时实施抓捕。
2020 年 6 月 12 日晚，文昌分局
抽调精兵强将兵分三路，行程近
4000 公里，在郑州市，湘潭市等
地同时行动，一举端掉该诈骗团
伙，
抓获涉案人员 7 名。
据悉，
6月12日上午，
周口市
反诈联盟成立后，
文昌分局先后抓
获诈骗涉案人员 10 人，
破获案件
60 余起，
扣押电脑 12 台、手机 23
部、
银行卡233张，
止付冻结账户5
个，
止付冻结资金200余万元。

周口郸城消防救援大队
召开消防安全培训会暨警示约谈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赵江波
为深刻吸取全国近期火灾
事故教训，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
定，近日，周口市郸城县消防救
援大队组织辖区宾馆、饭店负责

人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会暨警
示约谈会。
会 上 ，消 防 培 训 人 员 组 织
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结合
宾 馆 、饭 店 行 业 特 点 ，以 图 文
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向参会人

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讲解了火灾预防常识、火灾发
生时的注意事项、灭火器的使
用、消防设施的检查及简单维
护保养和宣传的方式等消防
知识。

扶沟县举行反诈联盟成立
暨全民反诈宣传启动仪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琼
6 月 12 日上午，扶沟县公安
局在人民公园举行“反诈联盟成
立暨全民反诈宣传启动”仪式。
28 家县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
责人、公安局民警、志愿者服务
队等 2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启动仪式上，联席会成员单
位代表作了发言，县政府党组成
员、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田豪
杰宣布扶沟县反诈联盟成立，并
向公安反诈突击队、反诈志愿者

团队代表授旗。
田 豪 杰 作 重 要 讲 话 ，他 指
出，2019 年以来，全县共抓获各
类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
人 155 人，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团伙 58 个,破案 189 起，处置
涉 案 银 行 卡 1825 张 ，止 付、冻
结虚假信息诈骗资金 150 万余
元，追回涉案资金 300 万余元，
为人民群众挽回了大量的经济
损失。
扶沟县反诈联盟的正式成
立，
表明了县委县政府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维护全县社
会和谐稳定、
保护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坚定信心和必胜信念。
仪式结束后，由民警、志愿
者服务队组成的反诈宣传巡游
队伍在扶沟县城开展巡游宣传
活动。民警和志愿者们通过发
放宣传页、宣传手册和现场讲解
等宣传形式，为群众普及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常识，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识骗、防骗能力，构筑
反诈
“防火墙”
，
形成全社会动员、
全民参与防诈、
识诈良好局面。
主编：
颜景献

濮阳县公安局庆祖派出所
三措施保
“三夏”
平安
“三夏”来临，为有效防止夏收期间农
村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濮阳县公安局庆祖派出所多措并
举，
扎实开展消防宣传，
切实做好
“三夏”
防
火工作。
一是开展警民联动，强化责任落实。
该所明确了责任区民警和所辖村干部形成
联动责任机制，
签订
“三夏”
安防责任书，
强
化责任落实，
形成群防联控有效机制，
切实
做到三夏期间辖区
“不冒一处烟，
不着一把
火”
。
二是入户走访宣传，增强群防意识。
该所责任区民警辅警坚持每天深入各村组
逐村逐户进行防火知识宣传，发放夏收防
火宣传资料，向村民详细讲解三夏期间麦
收防火、灭火常识，
自觉做到不在麦地周围
吸烟用火，
不焚烧麦茬杂草等；
对在村内零
星晾晒碾打作业的，反复强调要备足灭火
器具，
规范使用操作碾打设备，
明确安全防
火的重要性，
增强了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三是深入田间地头，集中排查隐患。
该所民警深入田间地头，对正在进行机收
的收割机防火除尘罩、灭火器材进行详细
检查，
对驾驶员进行防火安全教育，
提醒驾
驶员一定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杜绝因操作
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
同时，
自觉做到不违
规使用明火或及时劝阻他人使用明火，切
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杜绝消防隐患和各类
不安全因素。
（刘炜）

范县举行清剿百吨王百日
攻坚启动仪式
6 月 2 日 19 时 30 分,范县在文体馆举
行了
“清剿百吨王”
百日攻坚暨严格队伍管
理专项行动启动仪式。范县副县长宋庆军
参加启动仪式并讲话。濮阳市各县区交通
运输局、县交警大队、县巡特警大队、县反
恐大队人员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上，宋庆军副县长阐明了开
展
“清剿百吨王”
专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和目
的，对专项行动及全体人员提出了明确要
求：
执法管理刚性严格。县交通运输、公
安部门要建立完善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深
入摸排分析货运源头分布情况和超限超载
货车通行规律，
全面强化路面执法管控，
重
点查处和严厉打击
“百吨王”
等严重违法超
载超限运输货运车辆。
社会协同持续发力。健全完善公安、
交通联动工作机制，对查处的“百吨王”等
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公安部门在处罚
后要及时抄告交通运输部门，交通运输部
门要严格按照“一超四罚”工作要求，依法
对相关车辆、驾驶人、货运源头单位和道路
运输企业实施处罚。
严格执勤执法。执勤执法过程中要履职
尽责，
注意工作方法、
遵守工作纪律，
注重执
法队伍形象，
坚决杜绝因执法不当造成社会
负面舆论。同时做好安全防护，
严格使用安
全防护设备，
保障自身安全。
启动仪式结束后，
有关部门立即行动，
严
厉打击
“百吨王”
等严重违法超载超限运输货
运车辆。
（陈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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