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护学岗

全力保安全

为加强校园安全防范管理，切实保障广大师

生人身安全，近日，新蔡县公安局结合辖区实际，

积极组织警力在上学、放学重点时段到辖区学校

开展“爱心护学 守护平安”护学岗行动，织密全县

校园安全防护网。

通过开展护学岗工作，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安

全意识，切实保障了校园及周边良好的社会治安

秩序，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有序、和谐的校园

环境。⑥5

通讯员 李青山 摄

公安在线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张 莹）近日，确山县公安局反诈大队
成功侦破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追回受
害人被骗资金3万多元，并予以返还。

9月 6日，辖区群众胡女士报警
称，其在家中被人以刷单的名义诈骗3
万多元。接警后，反诈大队立即对该
案立案侦查，经调查迅速锁定江西抚
州籍犯罪嫌疑人尧某，后随即组织民
警赶赴江西省南昌市等地开展工作。

到达南昌市已是深夜，民警克
服舟车劳顿的疲惫，连续作战，当天
夜里就锁定尧某的实际住处，后又

克服高温湿热天气以及疫情防控等
不利因素，经过一天一夜的蹲守，于
9月 9日下午 3时，在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尧某成
功抓获。

通过侦查人员的突击审讯，犯
罪嫌疑人尧某对其参与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收益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9 月 13 日，胡女士手持锦旗专
程赶到确山县公安局反诈大队，对
民警表示感谢。目前，犯罪嫌疑人
尧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该案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⑤3

本报讯 （记者 吴 峰 通讯员
耿旖旎）为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走深走实，加强校园安
全保卫工作，提升校园安全防范能
力，保障校园周边环境平安有序，近
日，遂平县公安局车站农村派出所联
合车站镇中心小学开展应急处置演
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演练中，一名男子手持凶器强
行冲进校园，并对师生实施追砍，情
况十分危急。校园安保人员第一时
间按动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并拿起
防暴器械同“歹徒”展开周旋，各班

老师立即组织学生迅速、有序撤
离。接警后，民警迅速反应，全副武
装，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并将“暴
徒”控制。

演练中，车站农村派出所闻警
即动，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合理运
用处置战术，参战民警一丝不苟、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出色地完成
了处突演练，整个演练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演练结束后,民警进入课
堂为师生们进行反恐防暴知识培
训，提高师生们的反恐处突应急能
力。⑤3

本报讯 （通讯员 乔映雪）日前，
正阳县公安局新阮店派出所民警收
到一份从周口市寄来的神秘包裹，在
确认信息后，民警带着疑惑拆开了包
裹，一面印有“情系百姓 路通万家，
人民卫士 一心为民”字样的锦旗映
入眼帘。民警根据锦旗落款回忆，才
记起这样一则故事。

9月 9日，周口市商水县的黄女士
通电话联系到新阮店公安派出所，希
望派出所能帮忙出具其丈夫的一份
相关证明材料，用于其儿子政审需

要，而次日就是提交材料的截止日
期，时间比较紧。民警了解事情原委
后，立即核验了所需证明材料单位出
具的介绍信，利用午休时间翻阅了几
百份档案，为其出具了此证明。

当天下午，民警就把所出具的证
明快递给了周口的黄女士，解决了黄
女士的燃眉之急。收到快递后，黄女
士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连连通过电
话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没想到
时隔多日，民警又意外收获了这样一
份特殊的礼物。⑤3

新阮店公安派出所

民警收到“神秘”包裹

遂平警方

校园应急演练 筑牢安全防线

确山警方

侦破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本报讯 （记者 代廷伟 通讯
员 王 艳）“我不想活了。”9月 19日
中午，正阳县公安局 110 报警电话
骤然响起，电话那端传来一个带着
哭腔男孩的声音。电话中男孩情绪
激动，接警员立即进行询问，男孩却
挂断电话。

轻生、孩子、关机，3 条信息叠
加在一起，让接警员焦急起来。这
时，一女士报警称看见一男孩坐在
县城正阳桥上哭泣。接警员立即
指令真阳公安派出所、巡特警大
队、慎水公安派出所民警前往现场
救助。

民警接到指令到达现场后，发
现一名男孩正坐在正阳桥外护栏上

哭泣，看到有人靠近，情绪变得十分
激动。民警随即根据现场情况进行
分工，一边由辅警负责安抚男孩，另
一边由民警悄悄靠近男孩，趁其不
备将其拉到安全位置。

经了解，男孩小宝（化名）今年
13 岁，父母离异，父亲长期在外务
工，一直随爷爷、奶奶生活。当日小
宝因琐事和爷爷发生争吵，一时想
不通便产生了轻生念头。因其系未
成年人，民警对其进行了心理疏导，
同时与其爷爷进行了深入交流。小
宝的爷爷表示以后在家庭教育中一
定会注意方式方法，及时掌握孩子
的心理动态，多对孩子进行关怀和
引导。⑤3

正阳警方

成功营救轻生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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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代 廷 伟 通 讯
员 王树恒）为强化预定新兵法治观
念，提高预定新兵思想政治素质，9 月
16日，正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受邀前往预
定新兵训练基地，为预定新兵送上一堂
生动的服兵役前法治讲座。

讲座现场，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向预
定新兵介绍了正阳县人民法院涉军维
权工作，为军人、军属设立“快立、快审、

快结、快执行”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减轻
军人及军人家属的诉累，消除部队和军
人的后顾之忧。

讲座中，民事审判一庭庭长结合具
体案例，以案释法，生动诠释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义所在。同时，围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

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军人、军属权益
保障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深入讲
解了军人、军属权益维护问题、事实婚
姻与同居关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
离婚的法定条件、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等法律知识，引导预定新兵学会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身和亲属的合法权益。精
彩的释法明理和生动的案例分析赢得
了预定新兵的阵阵掌声。法官还不时

与现场预定新兵亲切互动，为预定新兵
答疑解惑。

此次普法活动为营造军队良好法
治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正阳县人民
法院将进一步开展司法拥军工作，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扎实做好涉军维权案件
审理，持续加大涉军法律法规宣传力
度，为切实维护好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⑤3

正阳县人民法院

以“法”助力准新兵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黑 晓）为延伸服务触角，加大公安出
入境管理工作的服务力度，强化新冠
肺炎疫情“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措
施，确保辖区涉外环境和谐稳定，近
日，驿城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组
织外管民警走访了涉外企业驿城区
胡庙乡双马农产品有限公司。

走访中，民警与企业负责人进行
详细交谈，就我国相关出入境法律法
规向企业进行解读，同时详细了解企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就当前企业发

展中遇到的出入境业务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该企业对近年来公安机关推行
的办理出入境业务便民利民措施给
予了充分肯定，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共
同营造良好的涉外企业环境。

此次入企走访，拉近了警企距
离，增强了涉外企业对出入境管理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为辖区内涉外企业
创造了良好营商环境，为维护涉外企
业治安秩序奠定良好基础。⑤3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刘
威）近日，平舆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巡
逻人员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帮助两名走
失儿童找到家长，赢得现场群众的一
致好评。

9月 17日 20时许，巡逻人员巡逻
至平舆县体育场时，看到一名小朋友
一边大声哭泣一边四处张望，巡逻人
员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原来，小朋友
和爸爸在体育场玩时，不慎和爸爸走
散了。巡逻人员一边安抚孩子的情绪
一边在体育场附近寻找孩子的家人。
由于体育场人员多、流动性大，巡逻人
员在走访无果后通过大喇叭喊话，很
快找到了正在焦急寻找孩子的爸爸。

20 时 21 分，一名老大爷找到巡
逻人员求助。原来当天晚上他带着孙
子出来玩，孩子跑得快，一不留神找不
到了，这可把老大爷急坏了。巡逻人
员兵分两路，一路在原地用大喇叭呼
喊小朋友名字，一路在体育场内寻找
孩子，最终在体育场一角落将正在玩
耍的孩子找到。⑤3

平舆警方

帮助两名走失儿童找到家长

驿城警方

检查走访辖区涉外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珂）近日，开

发区公安分局成功抓获了一名租用在
校学生电话卡为网络信息诈骗提供帮
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该局刑侦大队接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指令：辖区的袁某涉嫌电信诈骗类
网络犯罪。值班民警接警后迅速对案
件进行侦查。经了解，犯罪嫌疑人袁
某为牟取利益，通过手机聊天软件与
违法犯罪人员取得联系后，为对方提
供手机卡用于帮助电信诈骗犯罪活
动。袁某以每小时300元的价格发布

征用电话卡信息后，多人向袁某提供
手机卡。袁某在取得手机卡后，由境
外人员通过 QQ 对袁某手机远程操
控，使用袁某手机拨打诈骗电话，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

经核查，犯罪嫌疑人袁某使用的
部分电话卡由驻马店某高校在校学生
提供，影响极其恶劣。为打击校园犯
罪，民警昼夜侦查，高效、快速抓捕了
案件相关犯罪嫌疑人，最大限度地阻
止了该诈骗案的蔓延。目前，案件仍
在进一步侦查中。⑤3

开发区警方

抓获“帮信”违法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小斌 刘景
博）9 月 18 日，汝南县公安局新华街
派出所民警成功救助一名年逾七旬的
迷路老人，并帮其找到家人，受到老人
家人和辖区群众的一致点赞。

当日早上 7时许，该所民警、辅警
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名老人在路边
独自徘徊，疑似迷路，民警遂停车询

问。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说不清楚
具体情况，也无法提供自己的详细信
息和家庭住址。考虑到老人的安全问
题，民警先将其带回所内照料，给老人
买来了早饭和矿泉水。随后经过多方
查找，最终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并通过
村干部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原来老
人姓王，今年72岁，汝南县三门闸人。

老人的女儿赶到派出所后，民
警对双方身份进行核实，确认无误
后将老人安全交给其家人，并反复
叮嘱外出时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
老人的女儿看着父亲安然无恙，心
情十分激动，紧握民警的双手，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⑤3

汝南警方

暖心救助迷路老人

西平县人民法院

为准新兵送上“法治餐”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朱

可萱）为增强预定新兵的法治观念，让
法治思维根植新兵心中，9月 19日，应
西平县人民武装部的邀请，西平县人民
法院员额法官以法为切入点，为预定新
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法治课上，法官围绕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展开普法宣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修订历
史、特点亮点及《常见涉军案件的法律
分析》进行介绍和解读，用生动易懂的
语言对法律所规定的军人的权利、义
务、责任、待遇等相关条例进行细致讲
解，尤其针对军人拒服兵役、违反职责

所产生的后果作了重点提醒，并鼓励预
定新兵坚定入伍信念，履行军人职责，
用青春和热血报效祖国。

宣讲结束后，法官为预定新兵现场
发放了法律书籍，并鼓励他们要履行好
服兵役义务，保家卫国，用一腔热血书
写出青春不悔的华丽篇章。

西平县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执行
工作职能，用心、用情、用法做好涉军维
权工作，加强与武装部、驻地部队良性
互动，深入开展送法进军营、走访慰问
官兵等活动，为部队官兵筑牢法律屏
障，共筑强军中国梦，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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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朱森警 曾
涛）近日，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森林防
灭火指挥部发文，通报表扬 2021~
2022 年度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先
进集体39个和先进个人74名，市公
安局森林分局被授予全市森林防灭
火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该局刑侦大
队 1名民警被授予全市森林防灭火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去年以来，该局扎实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切实履行森林公安工作
职能，始终把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
生态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以全面
推行四级“森林警长制”为契机，扎
实开展“打击森林违法用火行为”专
项行动，严格执行野外火源管理“五
个禁止”规定，适时开展森林防火督

查，排查森林火灾隐患，做到重点时
期敏感区域严防死守。同时，加强
野外火源巡查，加大对违规用火查
处力度，严厉惩处火灾肇事者，全覆
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全方位开展
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消除火灾隐患，
用汗水和担当筑起了防火墙，为守
护绿水青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该局民警
表示，将以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不断强化
火灾预防和管控能力，加强森林防
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升森林防
火信息化水平，建立快速高效的火
情早期处置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
森林火灾对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
产的危害。⑤3

本报讯 （记者 王 珂 通讯员
郭玉杰）为全面普及反恐防暴基本
常识，增强广大师生反恐防暴的安
全意识，提高广大群众全面参与反
恐怖斗争的积极性，严防暴恐事件
的发生，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公安分局民警走进辖区树人国
际学校开展反恐防暴宣传教育进
校园活动。

在该校，民警对反恐怖教育工作
进行了宣传讲解，为该校师生讲解了
反恐防暴相关常识和《反恐怖主义

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同时向学生科
普在遇到暴恐事件时该如何应对，做
好自身防护措施，为孩子们上了意义
非凡的一课。

校园反恐防暴不容忽视，而提高
校园师生反恐应急反应能力是确保
校园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此次反
恐防暴教育活动提高了师生在紧急
情况下的处置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为校园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为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⑤3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反恐防暴宣传进校园

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被评为森林防灭火工作先进集体

为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近日，泌阳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科学部署警力，全力做好校园及周边区域治安秩序维护工作，营造

良好的校园周边治安环境。⑥5 通讯员 段坤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