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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违法犯罪 弘扬社会正气
我市组织开展“110宣传日”“见义勇为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图为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110常识。 本报记者段黎明 摄
本报讯（记者段黎明）1月10日，是 110的知识。
全国第32 个“110 宣传日”， 由市公安局 活动现场， 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
指挥中心组织局直有关单位和中心 传单、 设立咨询点、 悬挂横幅、 展示展
城区分局在市中心体彩广场共同开 板、 播放宣传片等形式， 以新时代110
展了以“ 110 ， 守护新时代美好生活” 要有新担当、 新作为为主线， 向群众现
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市公安局党 场宣传110 报警、 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何祥松现场接 相关知识， 以及110 在打击犯罪、 服务
受群众咨询， 向群众普及正确使用 群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110 在增强

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方面做出的积极
努力； 教育引导群众正确拨打110， 提
高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等内容。 同时，
结合“ 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 开展了“ 反
诈”“ 禁放”“ 非法集资”“ 黄赌毒”“ 黑拐
骗”“ 网络安全”“ 春运安全”“ 防火、 防
盗、 防燃气中毒”“ 事故现场逃生、 自
救” “ 反暴恐”， 以及打击犯罪、 见义勇
为、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作中涌
现的先进典型等方面的宣传， 集中曝
光了一批恶意报警、 扰警的反面典型；
并与市长热线、 应急管理部门和市政、
卫生、 民政、 环保、 交通、 电力、 燃气、 自
来水公司等联动单位协调， 大力宣传
了110 与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协调
联动机制、 分流非警务警情、 更好服务
群众的举措。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消防
车辆、 武装巡逻车、 消防设施、 武器等
装备。
据悉，2017 年， 全市110 指挥中心
共妥善处置各类警情144180 起， 其中
刑事警情12073 起， 治安警情17546
起， 交通类警情47696 起， 火灾事故类
警情4946 起， 群众求助60664 起， 举报
投诉1255 起。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人，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000
1000 余
余万元， 为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稳定，
提升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作出了应有
贡献。

然我没打过110， 我知道你们
“虽
警察真辛苦， 也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
拨打110。” 家住市中心体彩广场附近
的王阿姨接过110宣传册快人快语。
此次宣传活动共展出展板42 块，
横幅8 条， 车辆6 辆， 发放宣传页6000
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800 余人次。 这次
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 防盗、 防抢、
防骗、 防交通事故、 防火灾事故” 的意
识， 充分展示了我市110 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变化， 以及110 接处警规范化、
信息化建设应用成果， 使广大市民对
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110 在
服务人民群众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对110 接处警工作的理解、 信任和
支持。
活动当日， 市公安局还开展了《 河
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简
称《 条例》） 主题宣传活动。《 条例》
于2017 年12 月1 日由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通过，2018 年1 月1 日起正式施行， 旨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鼓
励见义勇为， 弘扬社会正气， 保障见义
勇为人员合法权益。
现场共发放《 条例》 宣传手册及其
他宣传物品等300 余份， 接受咨询200
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暴风雪中的“120”
本报记者 段黎明
山县迎来了入冬以来的
， 光
1月
4日
第一场雪。 鹅毛般的大雪来势如此迅猛，
碗口粗的大树被压折了头，建好的钢结构
车棚突然坍塌， 冰冻的路面车辆难以行
驶，一切让小城所有的居民们始料不及。
住在光山县城花园西路尚在襁褓中
的彤彤小朋友，刚刚出生四个月， 突然患
上了急性肺炎。本来就身体虚弱， 遇到恶
劣的天气，孩子小脸憋得通红， 眼看就要
发生危险。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奶奶， 发
现宝贝孙子突发疾病，再也顾不了许多，
火速抱着小孙子冲入暴风雪中， 急呼呼
地赶往医院急救。
一口气跑到光山县城花园路路口，
彤彤的奶奶傻了眼， 公交车因为交通安
全问题停运，出租车遇到恶劣天气“ 自动
罢工”， 因道路上冻就连120 急救车辆也
无法出勤！医院还有很远一段路程， 孙子
的病丝毫耽搁不得， 无助的彤彤奶奶急

□

本报记者 张诗绮
，潢
川县公安局伞
1月
5日
6时
40 分
陂派出所值班民警接110 指挥中心转
警： 伞陂镇万大桥村312 国道上有孕妇
难产， 在送往潢川县人民医院途中因
道路结冰货车拥堵， 请求派出所民警
救助。
伞陂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带领辅警
迅速出警， 徒步奔赴现场。 经了解， 系
张集乡龚某某预产期来临，120 急救车
从张集驶往潢川县人民医院途中在
道伞陂镇万大桥村附近被货车
312 国

新
县
警
方
破
获
十
二
起
电
信
诈
骗
案

堵住去路， 已被堵1 个多小时， 产妇情
况不容乐观。
伞陂派出所民警一方面迅速与指
挥中心联系， 实时反馈有效警情， 请求
交警队伞陂中队疏导拥堵交通， 一方
面迅速与伞陂镇卫生院联系， 就近接
生待产孕妇。 在征得孕妇家属同意后，
伞陂派出所民警果断疏导120 救护车
后方车辆， 给救护车让出一条绿色通
道。 在312国道结冰车辆打滑无法掉头
情况下，民警以身作则用双手推动救护
车引擎盖帮助救护车倒车，同时发动周
边群众一起将车辆顺利引导至伞陂镇

本报讯（孙佳懿李思意）“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新县警方紧
盯各类多发性侵财犯罪不放松， 组织
多警种协同作战，集中优势警力，全面
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日前， 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
民警远赴广东、 广西成功抓获两名电
信诈骗团伙成员， 破获系列电信诈骗
案。
底， 新县警方接连接
2017 年
11 月
到两起以冒充熟人购买飞机票为由分
别被诈骗6800 元、3000 元的电信诈骗
案件，经过初步的分析研判，这两起案
件的作案手法相同，判断为同一个犯罪
嫌疑人所为。新县刑警大队民警经过缜
密侦查，发现受害人被诈骗的钱款在广
东省东莞市一银行的ATM机上被取走，
并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谢某。
为了尽快侦破该案， 极力为受害
人挽回经济损失，2017年12月10日，办
案民警远赴广东省东莞市开展侦查和
抓捕工作。12 日， 在当地警方的支持
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谢某抓获归案；
又远赴广西宾阳县抓获该团
12 月
20 日
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龙某， 在为受害
人挽回经济损失的同时， 还连带破获
多起外省市电信诈骗案件。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龙某已被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119在身边

信阳市消防支队协办

卫生院。 伞陂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称该
院因条件有限， 没有接生工具和药品，
已一年多未接生孕妇了， 只能做前期
安全检查与防范工作， 最终接生手术
工作仍需要在潢川县人民医院进行。
因孕妇待产在即， 家属焦急万分。
伞陂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与110、120
联系， 一方面询问交警队伞陂中队是
否将312 国道交通疏导完毕， 一方面向
潢川县人民医院求助是否可以安排能
接生的医护人员到伞陂卫生院接生。
后经多方沟通， 潢川县妇幼保健院医
护人员携带手术工具和药品驱车赶赴

新县司法局组织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代秋波）1月10日， 新县司
法局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报告会，邀请县委宣讲团成员、
县委党校书记、 常务副校长李凌燕同
志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宣讲。
李凌燕同志从共产党发展历程及
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出发， 系统
概括十九大召开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概
况；以贴近日常生活、 事关国计民生的
重大成果入手， 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进
行了深入解读；通过以小见大、 追本溯
源的方式详细讲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伞陂镇卫生院。 随后， 伞陂派出所民警
耐心安抚孕妇及其家属， 告知他们大
家都在努力与时间赛跑， 交警队伞陂
中队正在疏导交通， 妇幼保健院医护
人员也正在赶赴现场。 与此同时， 民警
带领辅警徒步奔走在312 国道上， 引导
灯潢川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到达伞
陂镇卫生院。
最后， 伞陂派出所民警与潢川县
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成功对接， 将医
护人员顺利引导至伞陂镇卫生院对孕
妇进行产前检查和接生工作。 孕妇及
家属对值班民警、辅警表示万分感谢。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等重要内容， 并提出要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 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老区新县落地生
根。 整场宣讲深入浅出， 内涵丰富， 逻
辑严谨，赢得大家一阵阵掌声。
该局主要负责人在总结时， 要求
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干部职工将思想统
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以时不我待、 只
争朝夕的精神投入法制宣传、 法律服
务、法律保障等各项工作中， 在新时代
为平安新县建设作出贡献。

商城县司法局铲雪除冰保畅通
本报讯（ 易萌萌）1月3日晚，2018
年的第一场雪飘然而至。 一夜之间商
城县银装素裹，分外美丽。 虽说瑞雪兆
丰年， 但是积雪也给行人和车辆带来
了很多的不便。1月4 日至5 日， 为了方

便行人和车辆的出行， 保持道路的畅
通， 商城县司法局全体干部职工不畏
严寒，穿上志愿者服装， 扛着铁锹铲雪
除冰。虽然身处冰天雪地之中， 但是劳
动的热情足以消融这蚀骨的寒意。

昨日， 平桥司法局驻查山乡九里村第一书记郭莉和九里村干部一行继续入
亲病故，母亲几年前外出打工，至今未归，现暂寄宿在姑
户查看灾情。付军今年
，父
5岁
姑家。郭莉这次步行十来里路，自己掏钱到兰店童装店为付军添置新棉衣和书包。孩
子拿着衣服露出了感动的笑容，附近邻居看到此举，纷纷赞扬。 仵宗菊 摄

雪场当战场 决胜保通畅

警方传真

近日，平桥公安分局组织开展了冬季“ 大走访大宣传” 活动， 民警、
辅警走进社区，结合制作的宣传展板和实际案例，生动形象地向辖区群
众宣传讲解防盗窃、防诈骗及如何防范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识，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图为该分局辅警昨日讲解时的情景。
曹春明 摄

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

为预防电动车引发火灾， 保护人
身财产安全， 维护公共安全，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等法律法规，
现就加强电动车停放、 充电火灾防范
工作通告如下：
一、 充分认识电动车火灾危害。
近年来，我国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并
呈逐年增长趋势， 起火原因主要为电
气故障。 电动车大多在室内停放和充
电，有的甚至停放在走道、楼梯间等公
共区域， 由于电动车车体大部分为易
燃可燃材料， 一旦起火， 燃烧速度快，
并产生大量有毒烟气，人员逃生困难，
极易造成伤亡。2011年4月25日， 北京
市大兴区旧宫镇一民房发生火灾， 造
成18人死亡；2017年9月25日， 浙江省
台州市玉环市一群租房发生火灾， 造
成11人死亡， 这些都是室内电动车电
气故障引发的，教训十分惨痛。

切之下，抱着小孙子失声恸哭起来。
彤彤奶奶的一举一动， 引起了正在
风雪中执勤的光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董稳的注意， 虽然一时还不清楚彤彤
的奶奶为啥恸哭， 但是董稳知道此时奶
孙俩一定需要帮助。董稳热情地上前， 取
下警帽遮住正飘向年幼孩子的雪花， 悉
心询问彤彤奶奶是不是有啥困难。
看到警察的到来， 彤彤奶奶如同抓
到了救命稻草， 低声哭诉着自己奶孙俩
的不幸遭遇， 含着泪水的眼里重新充满
了期望。
简要问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董
稳当即从彤彤奶奶手里接过正喘着粗气
的小彤彤，安慰彤彤奶奶：“ 不要着急， 请
跟我来!” 大步流星地抱着彤彤走向执勤
警车。
不到三公里的路程， 警车在冰雪中
滑行了近半个小时， 终于艰难地将小彤
彤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告诉民警， 孩子患
的是急性肺炎，送得太及时了。

司 法 动 态

救助风雪中的孕妇
□

公民与法7

二、 落实停放充电管理责任。 对
于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
住宅小区、 楼院， 物业服务企业、 主管
单位应当依据《 物业管理条例》 等有
关规定， 对管理区域内电动车停放、
充电实施消防安全管理； 对于没有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 辖区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和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
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 指导帮助村民
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确定电动车停
放、 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落实管
理责任。 有条件的住宅小区、 楼院， 应
当结合实际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及
充电场所。
三、 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
公民应当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地点，
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 严禁在建筑内

的共用走道、 楼梯间、 安全出口处等
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
充电。 公民应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停
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确需停放
和充电的， 应当落实隔离、 监护等防
范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四、 严厉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
为。 物业服务企业、 主管单位和村民
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 应当立即组织
对住宅小区、 楼院开展电动车停放和
充电专项检查， 及时消除隐患。 对检
查发现电动车违规停放、 充电的， 应
当制止并组织清理； 对拒不清理的，
要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
出所报告。
五、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物
业服务企业、 主管单位和村民委员
会、 居民委员会， 应当加强电动车停
放充电引发火灾的防范常识宣传和

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育， 引导群众增
强消防安全意识， 并按要求停放电动
车和为电动车充电。 一旦遇到电动车
火灾切勿盲目逃生， 要选择正确的逃
生路线和方法。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
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发现电动车
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时， 要
及时拨打“96119” 举报电话或者通过
有效途径，向公安机关举报。
本通告所称的电动车包括电动
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
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 构成违反
消防管理行为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
以处罚； 引起火灾， 造成严重后果， 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2017年
12 月
29 日

上接第五版)抗雪保通期间，张主峰只休
息了十几个小时。这仅有的十几个小时，
就是他尽孝的全部时间， 通过电话安排
家人安抚。
近期流感盛行， 很多同志都感冒了，
但在任务面前，他们没有退缩。1 月3 日13
时许， 天气突变， 雨天变成雪天， 六大队
大队长时瑞彬、 副大队长宋泽法拔掉输
液针、带上感冒药直接带人冲到一线， 指
挥路政养护，撒盐除冰融雪。 一大队指导
员乔震， 几天来伴随着强烈的咳嗽、 头
疼，高烧39度多，60多次往返在辖区路段
上，三次失声。一大队中队长李伟因连续
作战，没有带药，血压升高， 心脏病复发，
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回队稍作休息， 吃点
药好转后，带上药又冲到一线前沿。
热心救助情暖民心
群众利益无小事。 想群众之所想， 急
群众之所急，是高速交警的宗旨使命。 在
一个个急弯陡坡，在一段段冰雪路上， 高
速交警的身影无处不在， 车上的警灯， 头
上的警徽， 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熠熠闪
光。
许， 京港澳高速信阳段
1月
4日
13 时
里处， 一个患急性肠炎的孩子被
976 公
困，情况非常紧急，高速交警潘晓君逆行
营救， 紧急将孩子送往卫生院。 与此同
时， 京港澳高速980 公里处， 一辆小轿车
滞留， 车上一名幼儿高烧， 辅警黄威、 余
毅轩迅速前往， 将患儿成功送至灵山镇
就医。
， 三
大队接司机焦
1月
6日
21 时
18 分
某报警称： 他行驶在沪陕高速由东向西
(

公里陈兴寨大桥上， 发现一辆小货车
横在桥面上，紧急刹车但路面打滑， 小货
车驾驶员见状情急之下翻过桥栏杆跳下
桥， 急需施救。 接警后， 三大队大队长上
官晓伟带领民警陈雷， 辅警邓建、 石人
武、郑斌立即赶往现场， 并及时联系了消
防、急救以及路政施救部门。 到达现场后
发现，驾驶员牛某落入桥下雪地里， 距离
桥面6米左右，神志清楚，暂无大碍。 上官
晓伟立即指挥消防、 路政等部门明确分
工，一小时后成功将牛某救起， 并将其送
往光山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许，六大队民警刘鹏飞带
1月
7日
6时
领辅警刘瑞、 曾长洲沿大广高速由北向
南巡逻到2299公里时，一鄂A牌照司机向
交警求助称车上有五个月大的男婴肠套
叠，急需救治，但因新县段结冰管制无法
通行。 民警迅速用警车将男婴一家送往
新县人民医院，简单治疗后， 家属慎重考
虑，决定直接坐火车去武汉， 民警随即又
驾车将一家人送往新县火车站。
，因
冰雪天气交通管制，6 台四川
3日
籍客车滞留沪陕豫皖省界。 为了180 名乘
客的安全，四大队交警用警车带路， 将客
车护送到附近陈淋子镇， 帮乘客安排好
住宿。8日上午天气转晴， 彭杰大队长又
驾驶警车开道，将6台客车安全送到商城
境内。
冰雪无情人有情， 危难时刻显身手。
的第一场雪， 再次展现了信阳高
2018 年
速交警强大的战斗力，高效的执行力， 以
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坚定信念， 也诠
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 不忘初心保畅通
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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