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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警方守护平安不停歇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为确保
2021 年元旦期间城区社会面治安
大局持续平稳。泌阳县公安局结
合当前形势，以“平安守护”为中心
工作，全警投入、精心组织，多措并
举，加大城区治安巡防力度，确保
全县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
和有序的假期。
“交巡合一”联勤联动，延伸职
能范围。针对元旦期间城区人员、
车辆流量较大特点，巡特警大队及

时调整防控模式，加大警力部署，
联合交警大队，开展“交巡合一”联
勤联动防控模式，依托各自优势，
将职能范围延伸，
形成合力。
织密城区防控网，筑牢安全屏
障。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无
缝隙巡逻防控，将武装车巡和武装
步巡相结合的方式，织密城区网格
巡控网。在人员密集区域和治安复
杂的地段和部位，
增派巡逻警力，
提
高街面见警率和管控率，有效地震

慑挤压了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2021，踏上新的起点和征程，
面对新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泌阳县
公安局展望新的一年，将以最优质
的服务、最严谨的工作作风、最高
度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每一项工
作，守护每一份平安，在人民群众
需要的地方默默坚守，在人民群众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往直前，在
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的道路上，我们
永不停歇。①
（张玉帆）

泌阳县公安局民警
在全市行政复议诉讼辩论大赛中获奖
近日，驻马店市公安局举办了
全市公安机关首届行政复议应诉
技能大赛。泌阳县公安局在法制
室的精心组织下，积极备战、层层
选拔，选出了王纪伟、吕猛、梁磊三
名民警组队代表泌阳县公安局参
加本次比赛。
副局长薛建国带队出征，从参
赛选手的选拔，到多种模拟考试和
答辩，把每一个参赛细节想细想
全。三名参赛民警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将参赛的法律知识理论题和
辩论题反复训练，认真备战。经过
选拔赛、初赛、半决赛的激烈角逐，
民警吕猛凭借灵活的诉讼技巧，以
优异的成绩代表泌阳县局进入总
决赛。总决赛采用辩论赛的形式
进行，选取公安机关日常执法实战
案例作为辩题，围绕辩题争议焦点
由原、被告双方展开阐述和论辩。
经过激烈的比赛，我局民警以深厚
的法律功底、有力的论证观点、良

好的团队协作，最终在此次辩论大
赛中获得团体三等奖；民警吕猛思
维敏捷、论点清晰、证据充分、论证
有力，引发了评委们的强烈共鸣，
赢得了在场人员的阵阵掌声，最后
荣膺全市法律知识抢答赛第一名
和
“十佳应诉能手”
的荣誉称号。
通过本次参赛，我局民警用过
硬的能力最终在赛场上展现了泌
阳公安的绚丽风采，交出了优秀的
答卷。①
（张玉帆）

强力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泌阳县公安局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宣传大防范”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
为强力推进“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确保今冬明春以及明年上
半年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为全县
公安工作在新的一年开好局、起
好步，取得优异的成绩打下坚实
的基础。泌阳县公安局决定从 1
月 1 日起在全县公安机关组织开
展为期半年的“大走访、大排查、
大化解、大宣传、大防范”暨安全
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全力防
控风险隐患，维护全县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
泌阳县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余伟同志对专项行动做出
具体部署。他要求，全县公安机关
要突出抓好九项重点工作，迅速掀
起五大行动高潮。一要捍卫政治
安全；二要守好防恐底线；三要突
出化解矛盾纠纷；四要加强重点人
员管控；五要严格危险物品的管
理；六要强化重点场所的管理；七
要严打违法犯罪；八要强化社会治

安防范；九要维护公共安全。他强
调，要夯实工作责任，确保五大行
动落地见效。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五大行动的成效要具体体现
在“两降两零两升”上：即各类刑事
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命案等重大
刑事案件零发案；各类交通、治安、
消防安全事故明显下降，重大安全
事故零发生；广大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明显提升，全局整体工作实
现跨越式提升。①
（张玉帆）

泌阳县高邑派出所深入开展平安守护行动
临近年末岁尾，为有效维护辖
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进一步推进
平安守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高邑派
出所全体民警时刻谨记“在岗一分
钟，安全六十秒”，坚决防止发生懈
怠失职行为，坚决防止安全责任事
故，坚决防止发生违法违纪问题，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
各项措施落实，将“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与目前开展的各项工作结合
起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020 年 12 月 24 日，高邑派出所
组织民警、辅警，对辖区内的宾馆
酒店、物流寄递、加油站等治安重
点区域进行清理清查，查四实登记
情况、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落实情况
及消防安全等问题，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单位提出整改措施，收到良好
的社会效果。
“要想发案少，关键靠巡防”。
高邑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联合镇
综治办、村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夜

间“打更”、巡逻，实现了“发案少、
秩序好、群众满意”
的目标。
结合近期县局开展的“夜查”
行动，执勤民警在重要路段设立治
安卡点，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详
细盘查，做到逐车查验不漏车，逐
人询问不漏人，有效打压了各类侵
财性案件的作案空间，震慑了违法
犯罪分子。提高了辖区群众的安
全感，震慑了不法分子，受到了群
众的一致好评。①
（周晓飞）

郭集派出所成功救助一名近九旬老人
1 月 1 日，泌阳县公安局开展
“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宣传、
大防范”暨矛盾化解清零“五大一
清”
活动以来，
郭集派出所积极响应
大力夯实开展工作，
走访群众、
摸排
隐患、倾听群众心声、化解矛盾纠
纷、救助群众、宣传防火盗骗知识，
并于近日救助一名近九旬老人。

2021 年 1 月 15 日 13 时许，郭
集派出所辅警樊自刚、仝桩、张昊
在下乡走访途中，发现一名老人带
着行李独自坐在路边，随即上前询
问情况，经了解后得知该老人叫王
某春，湖北人氏，40 年前婚嫁至郭
集镇何楼村委生活至今，当日上街
看病后在回家的路上迷路，后因体

力不支便坐在路边休息。派出所
辅警立即与当地村委取得联系得
知其家庭住址，并安抚老人低落的
情绪。其系何楼村委的“五保户”，
现年 85 岁，属独居老人，家中子女
常年在外打工，自己一人独自生
活。了解情况后，当即将老人安全
送至其家门口。①
（吴铁林）

泌阳县公安局
破获跨区域系列盗窃医
院病人财物案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民警
经过缜密细致的工作，侦破了一起系列盗
窃医院住院病人财物案，
犯罪嫌疑人张某被
成功抓获归案，
破获泌阳县盗窃病房手机案
件3起，
漯河市盗窃医院病房案件4起。
2020 年 12 月 13 日夜，泌阳县人民医
院、泌阳县中医院发生多起盗窃病人手机、
钱财案件，犯罪嫌疑人选择的目标均是住
院病人，案件性质恶劣。刑警一中队联合
视频中队警力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办该案，
经过大量分析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
时间选择在凌晨左右，该嫌疑人反侦查能
力较强，并刻意规避侦查，处处不留痕迹，
狡猾多端，手法老道，作案时戴帽子、口罩
进行伪装，
经判断应该是一名
“惯犯”。
侦查人员经过细致、复杂的研判，
锁定
一名有多次盗窃医院病房前科人员张某。
侦查人员立即开展抓捕工作，调查发现该
犯罪嫌疑人在驻马店市区居无定所，出门
戴帽子口罩打出租车，多次消失在驻马店
市昝庄和桑王庄城中村附近，抓捕人员顶
着严寒历经三个昼夜在嫌疑人消失的位置
进行蹲守未果。后办案民警发现漯河市医
院发生多起类似案件，民警立即将案件进
行串并，后辗转漯河、驻马店多地持续追
踪，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泌阳县二铺街
北头截停嫌疑人乘坐的大巴车并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张某抓获。①
（张玉帆）

泌阳县泌水派出所
高效破获盗窃电动车案
获民赞
2020 年 12 月 4 日，泌水办事处发生一
起盗窃电动车案件，事主周某报警称其放
在单位门口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接到报警
后，泌水派出所民警吕猛、张家强闻警而
动，立即赶至现场，开展现场勘验走访、调
取视频监控和分析研判等工作。
经过勘查，
由于案件发生于夜晚，
且路
面监控角度差，
图像模糊，
没办法准确掌握
到嫌疑人身份信息，
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
难度。为尽快破案，
白天处理自己辖区工作，
晚上加班加点走访案发现场，
一方面访问附
近群众当晚是否发现可疑人员，
另一方面广
泛调取查看周边居民视频监控。功夫不负有
心人，
通过两天对多个视频反复翻看，
发现一
名中老年男人行迹较为可疑，
该嫌疑人反侦
查意识极强，
多次有意躲避摄像头。经过进
一步监控调取与追踪，
办案民警最终锁定了
家住李楼村的犯罪嫌疑人程某某。
2020 年 12 月 5 日晚，在摸排清楚程某
某的具体住址后，
办案民警吕猛、张家强一
举将程某某在家中成功抓获。到案后，犯
罪嫌疑人程某某对多次盗窃电动车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事主周某得知自己的电动车被追回，
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后，对泌水派出所民警
高效破案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目前，犯
罪嫌疑人程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①
（郭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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