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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公安捣毁多个赌博场所
守护双节平安
为确保岁末年初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春节、元宵节，长葛市
公安局专项部署，深入推进“平安
守护”工作，加大整治力度，坚决
遏制黄赌现象滋生蔓延态势。
双节期间，长葛市公安局各
派出所严格按照“平安守护”和打
击线下赌博专项行动安排部署，
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加大宣传力度，在群众中广泛
宣传赌博的危害，营造禁赌浓厚
氛围，另一方面深入摸排针对返
乡农民工开设的聚众隐蔽赌博场
所线索，严厉打击线下赌博违法

行为。近期，长葛市公安局大周
中心派出所、古桥派出所连续捣
毁 3 个地下赌博场所，有效遏制了
赌博违法活动在农村形成的不良
社会风气，进一步净化了辖区治
安环境。
接到群众“在辖区一处台球
厅利用打鱼机进行多次赌博，共
输掉 6 万余元”的举报线索后，大
周中心派出所高度重视，迅速组
织警力展开线索研判和分析。经
过前期大量走访摸排工作固定证
据，大周中心派出所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 立 案 侦 查 ，同 日 展 开 行
动，民警在大周镇一居民房中将

提供场地、赌具的犯罪嫌疑人成
功抓获。古桥派出所结合辖区外
出务工返乡的时间节点，充分调
动全所警力，对辖区进行分片分
组逐一排查，在深入摸排的基础
上，同时结合群众举报线索，一周
内连续打掉两个地下赌博场所，
行政处罚共 17 人，其中行政拘留
十日以上 8 人。
“十赌十骗”
“十赌十输”。长
葛市公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认
清赌博的骗人本质和严重危害，
自觉抵制赌博，珍惜与家人团聚
话家常的珍贵时光。 ①
张璐

年轻孕妇欲跳河 淇县辅警巧周旋施援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牛合保
2021 年 2 月 15 日 凌 晨 2 时
36 分，淇县公安局辅警冯雪配合
鹤壁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民警成功挽救一名欲跳河轻
生的年轻孕妇。
当日 2 时许，淇县辅警冯雪和
妹妹开车路过鹤壁淇河大桥时，
发现一年轻孕妇在没人陪同情况
下，独自坐在大桥栏杆上望着水
面发呆。一阵寒风吹来，孕妇的
头发吹得有些凌乱，她低头轻轻
抚摸着肚中的胎儿，口中喃喃私

语着，却听不清说着什么。寒冷
的冬夜，该孕妇独处此地想干什
么？
“情况确实可疑！冯雪让妹
妹在车里待着，等会儿看我手势
报警！”说完，她便下车，伪装成
行人，慢慢地向那名女子摸了上
去。
在靠近孕妇背后几米时，冯
雪疾步上前，用手紧紧抓住了这
名孕妇的胳膊，卸去了其撑手跳
河的力道，稳稳地将她固定在栏
杆上！
在确认该孕妇身体没有什么

意外情况后，冯雪开始了解其轻
生原因，开导其心向阳光，摒去阴
暗。但万念俱灰的孕妇轻生念头
依然不去，多次试图将胳膊从冯
雪紧抓不放的手挣脱。
与此同时，车内的妹妹及时
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警情后的
鹤壁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古城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组
织警力前往处置。
在冯雪和示范区分局民警果
断处置下，欲跳河的孕妇安全获
救。凌晨 3 点多钟，冯雪和妹妹才
放心回家。①

兰考孟寨派出所帮助走失女孩儿寻找家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曹东方
2021 年 2 月 19 日傍晚，兰考
县公安局孟寨派出所值班民警在
值班期间，一名男子带着一名哭
泣的小姑娘走进了值班室报警
称，这位小姑娘是该男子在路边
买东西时遇到的，一直在哭，问她
个人信息什么也不说。男子担心
小姑娘的安全就将她带到了孟寨
派出所。值班人员一边安慰小姑
娘，一边询问小姑娘的基本情况。

经过民警的耐心询问，得知
小姑娘名叫付某，十岁，家是兰考
县小宋镇某村的，在兰阳四小上
学，小姑娘因为在家被爷爷奶奶
批评自己一人从家跑了出来，不
知道怎么回家了。值班民警根据
小姑娘提供的信息迅速查询到了
该女孩家长的信息，电话联系上
了正在焦急寻找她的家长。
在联系到家人之后，等待其
家人时，值班民警带着小姑娘来

到派出所食堂吃了晚饭。这时候
小姑娘已经没有了刚来时的陌生
与恐惧，已经和派出所值班人员
有说有笑了。
19 时 30 分许，付某的爷爷和
奶奶来到了孟寨派出所，看到小
孙女在派出所安然无恙，悬着的
心终于落下了。付某的爷爷拉着
民警张岩彪的手说：
“感谢！感
谢！感谢派出所！感谢人民警察
啊！”
①

修武七贤镇派出所：

警民联系微信群 助走失女童回家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更
好地服务群众，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焦作市修武县公安
局七贤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建立警民联系
微信群、内部工作微信群、行业场
所微信群，在定期推送安全防范
知识的同时及时回复微信群内群
众咨询，解答群众疑惑，在提升工
作效率的同时，让群众少跑路，切
实拉近警民关系。
2 月 18 日下午，该所民警在

七贤镇方庄大街进行防范诈骗宣
传时，发现一走失女童，由于孩子
年龄较小，说不清父母的基本信
息及家庭住址。为了尽快帮助孩
子找到家长，该所民警当即走访、
询问附近群众及商铺店主并调取
周围视频监控，但均未得到有效
线索，民警只好将孩子先带回派
出所。为此，该所立即召开紧急
会议，要求全体民警、辅警将走失
女童照片发到各村警民联系群、
户籍工作群、村干部群、内部工作

群等微信群内。信息发出后，仅
用了半个小时，就为孩子找到了
家人，孩子家长来所内接到孩子
激动地连声道谢。
警民联系微信群是辖区居民
和公安机关联系的枢纽，在基层
公安工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该
类微信群的建立不仅可以对广大
居民及辖区流动人口进行安全知
识防范宣传，也切实起到了便利
群众、拉进警民关系的作用。①
马路遥

兰考桐乡派出所
多措并举推进禁燃禁放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曹东方
通讯员 叶飞
为扎实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推动禁燃禁放工作深入开展，兰考县公安
局桐乡派出所积极谋划，
宣打并举，
扎实开
展禁燃禁放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每年的春节前后，是燃放烟花爆竹的
多发季。桐乡派出所积极向桐乡街道办事
处建言献策，于近日组织召开全乡禁燃禁
放专题工作会，发动乡站、所、村负责人加
大宣传力度，狠抓禁燃禁放工作落实。通
过“线上+线下”宣传双向发力，以“百万警
进千万家”
等活动为契机，
深入群众中广泛
开展宣讲；利用 13 个“警民工作联系群”定
期推送禁燃工作要求，
扩大宣传覆盖面，
让
禁燃禁放知识家喻户晓，
入心入脑。
同时，
该所注重从源头上加强管控，
结
合
“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和大走访大排查工
作，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沿街沿路商铺
开展清查，及时发现、查处非法存、销售烟
花爆竹等违法行为；集中约谈一批可能存
在销售烟花爆竹风险的经营者，
签订《不非
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承诺书》，加强警示
约束，
将风险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
另外，桐乡派出所加大对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的查处力度。近日，桐乡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巡查时发现张某有非法燃放
烟花爆竹的行为，
及时予以查处，
依法收缴
烟花爆竹 6 件，
行政处罚 4 人。①

濮阳工业园区公安分局
圆满完成春节安保任务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薛宪纲 范继宁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在举国欢
庆的新春佳节里，工业园区公安分局始终
把做好春节安保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心
工程来抓，
牢固树立
“群众过年、警察站岗”
的思想，
周密安排各项重点工作。
节日期间，工业园区分局启动一级巡
逻防控模式，
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要求，
保持
对街面高密度、高频次巡逻查控，
做到白天
见警车，
晚上见警灯，
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
感。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特别加大
对家庭纠纷、讨薪纠纷等排查化解力度，
坚
决遏制民转刑案件发生。
春节前，
工业园区分局对辖区内涉爆、
剧毒等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开展安全大检
查，并在节日期间每日督导企业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
严防危险物品丢失、被盗和
发生安全事故，确保了春节期间危爆物品
“不流失、不炸响”。同时加强与园区安监
部门及办事处的协同配合，在辖区内重点
部位对烟花爆竹开展全面清查，做好源头
治理工作，确保了春节期间辖区禁燃禁放
工作落到实处。
春节期间工业园区分局辖区未发生重
大刑事、治安案件和安全事故，
辖区群众在
安全、稳定的环境里欢度春节，
那一抹藏蓝
成为节日里最温情的守护，有力地诠释了
园区公安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的政治担
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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