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驻马店市练江大道与驿城大道交叉口向西 300米路北 社长：赵庆华 邮编：463000 每份报价 2.00元 办公室 2814032 总编办 2819610 群工通联部 2819620 记者部 2819638 广告部 2838707 发行部 2998687 印刷厂 2819669 广告许可证：驻广字 0003号 报社印刷厂地址：市汝河大道东段

社会科学普及周

群众宣传零距离

9 月 15 日至 16 日，西平县公安局在柏

城大道东段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该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

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向过往

群众普及日常生活中的个人隐私安全保

护、“互联网+”便民服务 APP、电子警察等

科技知识。⑥2

通讯员 刘 真 摄

公安在线

2022年 9月 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常 敏 代廷伟 田春华08 平安天中

从军营到警营，人到中年的他依
然豪情不减。他带领的禁毒中队屡破
大案要案，成为禁毒主力军；患病还未
完全康复，就投入破案之中。他就是
平舆县公安局禁毒民警、拼命三郎韩
涛。

韩涛，1990 年参军入伍，2005 年
转业到平舆县公安局，先后在看守所、
万冢派出所工作。2009 年调到禁毒
大队，韩涛参与侦破贩毒案件 50 多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 110多人、吸毒嫌
疑人 400多人，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提
拔为中队长。韩涛在部队期间荣立过
集体二等功；从事公安工作后，先后荣
立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4次。

从军营到警营，韩涛一直奋斗在

基层。2018年秋，韩涛的儿子因病住
院，后来病情加重从县医院转到郑
州。因之前办理的一起贩毒案件收网
条件成熟，作为案件的主办人，韩涛安
顿好儿子后急忙赶回单位投入案件侦
破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抓获
贩毒嫌疑人2人，缴获毒品10公斤。

8月 12日，正在和同事研究案情
的韩涛突然感到右侧腹部一阵疼痛。
同事们急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诊断是
由胆囊肿引起的胰腺炎。在医院住了
半个月，因一个案件急需办结，他不顾
家属和医生的劝阻就出院了。由于伤
口孔眼还插着导管，需要连续 50天不
间断向体外排胆汁，韩涛就把排液袋
装进挎包里斜背在身上。这种带病工

作的精神感动了同事们，大家都劝他
休息，但他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2005年底的一天傍晚，正在万冢
派出所值班的韩涛接到 110 指令，称
有人在乡道上抢劫杀人。事发突然，
韩涛顾不上多想就带领一名民警赶往
事发地点。到现场后，韩涛看到一个
晃动的黑影，直觉判断，应该是正在逃
跑的嫌疑人，于是就追了过去。凭着
强健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擒拿技术，
韩涛将嫌疑人制伏。

2015年，获悉山西省侯马市周某
将途经平舆进行毒品交易这一重要
线索，禁毒大队立即研究制订周密的
工作方案。2015 年 5 月 24 日，犯罪
嫌疑人周某驾车从山西出发，在一旅

馆内与贩卖毒品的嫌疑人孟某进行
交易。25日凌晨 5时许，周某携带毒
品欲返回山西。当周某乘车行至新
阳高速平舆服务区时，被在此埋伏一
夜的韩涛等民警当场抓获。民警从
其随身携带的手包内查获毒品，并飞
速赶到孟某家将孟某抓获，缴获毒资
数万元。

在多年的查办案件过程中，韩涛数
次收到不法分子的口头、电话、短信威
胁，但他都义正词严地回答：“今生无悔
从警，怕死我就不当警察了。”⑤2

韩涛：警营拼命三郎
通讯员 刘 威

本报讯 （通讯员 黑 晓 陆 燕）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
展以来，驿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重拳
出击，严厉打击经济类违法犯罪活
动，成功侦破某养老基金会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抓获10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

2013年 6月以来，河南省老年文
化发展基金会在全省多处设立办事
处，以建设郑州航空港区养老项目为
名义进行集资，涉案金额 1274万元，
其中驿城区200多人受骗。为了保护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老年
人防范养老诈骗知晓率和普及率，该
大队结合本案特点走进老年人纳凉
的街头、公园，开展守好钱袋子普法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民辅警通过发
放宣传册、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老
年人普及防骗知识。

此次活动得到了老人的一致好
评，有效提升了他们识诈防骗意识，
营造了居民参与打击防范经济犯罪
和养老诈骗、群防群治全民抵制非法
集资的浓厚氛围。⑤2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黑 晓）为强化校园和周边安全防控
工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近
日，市公安局驿城分局老河派出所开
展了“共筑校园安全防线”专项检查
活动。

检查中，该所民辅警对辖区各幼
儿园和中小学校保卫力量建设、物
防、技防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确保校园安保人员能在岗在位，认真
履行职责，并检查了警用装备、防护
器材、安全设施是否配备齐全，视频

监控、报警装置是否能正常启用，要
求校园安保人员加强对校园出入人
员和物品的检查登记，严防无关人员
和危险物品进入校园，为在校师生创
建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同时要
求学校做好内部和外部人员的防疫
措施，确保防疫政策落到实处。

辖区各幼儿园和中小学通过
此次检查，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的安
全工作责任制度，为创建安全稳定
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了更加坚实
的基础。⑤2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郭玉杰）为增强青少年学生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公安分局刘阁派出所民警走进
辖区 4所中小学开展毒品预防宣传
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牢固树立

“健康人生·青春无毒”的理念，切实
提高青少年禁毒防范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播放禁毒宣传片等形
式，深入浅出地向师生剖析毒品危
害、普及禁毒知识，特别是针对当前

新型毒品的危害和防范作了详细讲
解，倡导师生要培养有益的兴趣爱
好、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自我保护
意识，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
用，带动千家万户参与禁毒，共同传
递社会正能量。

青少年学生通过此次活动，对毒
品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增强了
抵制毒品的决心，树立起科学防毒
观，筑起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安
全线，营造了校园禁毒的良好氛围，
取得了预期效果。⑤2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张
莹）近日，确山县公安局留庄派出所
为辖区一位因疫情无法回国的人员
办理新居民身份证，避免了因身份
证有效期满带来的种种不便，受到
群众的好评。

9月 7日，辖区群众张先生的父亲
来到留庄派出所户籍室求助，称其儿
子在国外工作，身份证有效期已过，因
疫情原因无法回国办理新的身份证，
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您把委
托书、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准备好，我
们审核通过以后就能办理了。”了解情
况后，该所户籍民警向其讲解公安部
出台的关于因疫情无法回国人员委托

国内近亲属代为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
有关事宜的通知，告知其代办换领身
份证需要携带的材料。

9月 9 日上午，张先生的父亲带
着所需材料来到留庄派出所户籍
室。该所户籍民警仔细核查材料，
确认其信息真实后，快速为其办理
了换领身份证业务。⑤2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小斌 刘景
博）9 月 15 日，汝南县公安局组织
100多名民辅警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用实际行动弘扬奉献精神，践行初心
使命。

当日 8时，参加献血的民辅警在
局机关大门口整齐列队，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有序登记身份信息、填写表
格、血样化验、现场抽血。整个献血
过程，民辅警热情高涨，精神饱满。

参与献血的民辅警中，既有首次
上阵的“新兵”，也有连续多年坚持献

血的“老将”。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
血是每个健康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为
人民警察，更应该主动参与。献血结
束后，医护人员为民辅警颁发了《无
偿献血证》，并对大家踊跃参与献血
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赞扬和肯定。

滴滴热血显担当，片片爱心暖
乾坤。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不仅传
递了公安民辅警深深的爱、浓浓的
情，更彰显了人民警察热心公益事
业、勇担社会责任的深厚情怀和良
好形象。⑤2

汝南警方

无偿献血践初心

确山警方

热忱服务暖民心

驿城警方

用心守护百姓养老钱

检察天地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张
珂）为震慑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净化辖
区治安环境，近日，开发区公安分局金
河派出所举行了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集中退赃大会。
退赃大会现场，民辅警耐心帮助

前来认领财物的群众登记、核对，并
按顺序退还，同时向群众宣传防盗、
防骗等安全防护知识。前来领取被
盗财物的群众代表将感谢信和锦旗
送到办案民辅警手中，表达对民辅
警迅速破案追赃的感激之情。

群众纷纷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
和配合公安工作，共同维护好金河辖
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小案件折射大民生。此次退赃大
会共向群众发还被追回赃款赃物折合
人民币 3万多元，向群众集中展示了
金河派出所公安民警在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中取得的丰硕战果，同时也
表明了该所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坚定
决心、全力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巨大信心、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治
安环境的恒心。⑤2

开发区警方

向群众发放被追回赃款赃物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青山）近日，
新蔡县公安局顿岗派出所民警在常态
化巡逻时，热心救助一名迷路的八旬
老人，并安全将其护送回家，得到老人
家人和周围群众的称赞。

近日，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河坡
下坐着一名老人，立即上前询问情
况。由于该老人口齿不清，民警就将
其带回派出所，之后为老人购买面包、
茶叶蛋等食物。民警经过多方努力，
终于联系到老人的女儿。在得知老人
家庭住址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

“感谢民警同志，我父亲 80多岁
了，已经走失好几天，我们一直在寻
找。”老人的女儿握住民警的手激动地
说，“你们舍小家顾大家，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工作岗位，让我们一家实现了
中秋团聚梦，向你们致敬。”

自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以来，该所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贯穿于“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爱
民实践活动中，坚持不懈做好事、诚心
诚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全力增
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⑤2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艳）为牟取
私利，王某、张某将面包车改装成“移
动加油站”，没有任何消防设施，简直
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
弹”，查获正给他人加油的面包车 1
辆。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中，正阳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清源

派出所民警发现清源街道吴湾社区周
边有人贩卖散装汽油，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9月 3日，民辅警在鲁花大道将
正在贩卖汽油的王某抓获，并查获改
装面包车1辆。

经审，王某交代，今年 7月，其伙
同张某擅自对面包车进行改装，在车
内安装储油罐、加油计量器、加油枪
后，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
两个月先后从网上联系油罐车主低价
购入汽油，并以低于加油站同标号汽
油正常价格，在县城周边非法售卖，共
非法获利10万多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张某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⑤2

正阳警方

侦破一起非法买卖汽油案

刘阁派出所

禁毒宣传护成长

老河派出所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新蔡警方

热心为民服务获称赞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郭

玉杰）为增强新学期在校学生的安全
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学生避险防
灾和自救能力，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公安分局组织民辅警走进校园开
展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辅警对近年来周边青
少年溺水事故发生的真实示例进行
讲解，向学生耐心宣传预防溺水的基
本方法、注意事项和救助常识等，提
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民辅警重点
提醒远离池塘和水库，无家长陪同，

不得下水游泳、洗澡或进行其他涉水
娱乐活动，不擅自与同学、朋友结伴
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
民辅警还通过与学生互动的形式，交
流怎样防溺水，同时发放防溺水致儿
童和家长一封信，提醒家长要加强对
孩子的监护。

同学们通过活动提高了对预防溺
水事故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自我保
护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项活
动受到了老师、学生家长和同学们的
一致赞扬。⑤2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吴 峰 通讯员
耿旖旎）近日，遂平县公安局民警不
远千里，成功将一名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背后的“帮信”犯罪嫌疑人抓捕归
案，为治安巡查宣防第三次集中统一
行动增添战果。

8 月 20 日，受害人徐某的微信
收到备注“58 同城客服”的好友申
请。“客服”以介绍工作为由添加徐某
的微信并介绍线上刷单，引导徐某向
其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来赚钱，先后
诈骗徐某5728元。

遂平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案后，

通过对案件进行大量分析研判，最终
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为了让犯罪
嫌疑人王某尽快归案，该局民警中秋
节前夕千里奔赴西安实施抓捕。在
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经昼夜布控蹲
守，民警于 9月 10 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灞桥区一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一举抓获，并收缴银行卡5张和
手机1部。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对其用银
行卡帮助线上转账实施诈骗并获得
报酬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该案件在进一步深挖中。⑤2

遂平警方

抓获涉嫌诈骗嫌疑人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马
坤鹏）为提高官兵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
能力，9月16日，新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一行到新蔡县新兵训练基地，开展“检
察官送法进军营”法治宣讲活动。

检察干警向新兵进行了普法宣讲，
同时对预定新兵开展法律咨询活动。
活动最后，预定新兵在“筑牢法治之基
开展军旅征程”的签名条幅上签上了自

己的名字，并纷纷表示，一定会珍惜军
人荣誉，严守法规制度。

该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常态交流协作，面向部队官兵开通
法律咨询绿色通道，推出更多优质法律
服务，助力部队法治化建设。⑤2

新蔡县人民检察院

送法进军营 共筑强军梦

本报讯 （记者 代廷伟 通讯员
刘 真）为提高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
员头盔佩戴率和汽车驾乘人员安全
带使用率，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近
日，西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力
走进辖区农村开展“一盔一带”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道路交通
安全知识。

活动中，民警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和面对面宣讲的方
式，向广大群众普及“一盔一带”安全
知识，讲解摩托车、电动车和农用车

无牌无证、违法载人、骑乘不佩戴安
全头盔及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并通过向群众讲
解农村地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采取
以案说法的形式，让群众充分了解各
类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引导大家自觉
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明出行。

该大队民警通过与农村群众
零距离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有效提
高了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为确保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⑤2

西平交警

“一盔一带”宣传进农村

身边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