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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漯河市公

安局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

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坚持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抓实“优

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动、飓风行

动、典型培育等载体，全力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截至目前，该市公安机关完成“优化

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实事项目236

个，实事件数1729件。

“万警助万企”彰显“公安担当”

按照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暨

万警助万企”统一部署，漯河市公安局坚

持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建

立了“四级分包”（助企民警、分局分管局

领导、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分包局领导）组

织架构和“四大警员”（安全管理警员、法

治保障警员、案件办理警员、交通安全警

员）运行机制，创新开发漯河市公安机关

“优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动服务

平台App，以精准派单、快速解难、及时

反馈的闭环式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实现助

企活动网络化、精准化、高效化。

活动开展以来，已对全市公安机关分

包114家企业走访166次，解决问题36

个。

“飓风行动”体现“公安作为”

为切实强化公安机关打防管控能力，

该局深入开展“飓风行动”，向多发性侵财

犯罪展开凌厉攻势。采取组建工作专班、

加强精准研判、加强案件督办、强力深挖

犯罪、加强行业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六项

措施强力推动专项行动，全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满意度、获得感。

“飓风行动”开展以来，该市共侦破传

统盗抢骗现行案件1384起，抓获传统盗

抢骗犯罪嫌疑人603人，抓获电诈犯罪嫌

疑人1278人，返还群众受骗资金320万

元，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典型培育展示“公安形象”

漯河市公安局新一届党委组建以来，

大力弘扬新时代“公安英模”精神，在实践

中探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典型选、培、

树、宣全链条工作新机制，成功推出了陈

晓磐、王培等在全国、全省有影响、有特色

的重大典型，并把英模教育作为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教育整顿和队伍建设的重要举

措，将强化典型选树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有效激发队伍生机活

力，树立漯河公安良好形象。

在此基础上，市公安局将建局以来

10名全国公安机关二级英雄模范和1个

立功集体的先进事迹汇编成《漯河公安英

模谱》，举办“学英模铸警魂·争当出彩漯

河公安人”英模事迹报告会和“永远跟党

走——我最喜欢的党史故事”警营朗读者

经典诵读比赛，在全警进一步形成了崇尚

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出彩公安人”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杨锋张庆
伟）

服务群众惠民生 警徽熠熠显担当
漯河市公安局丰富载体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疫疫 我们在一起战

1 月 18 日，

驻马店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王

钦胜带领市发改

委、市交通运输

局等部门负责同

志，先后来到驻

马店西站、汽车

客运枢纽站、汽

车客运中心站，

检查 2022 年春

运和疫情防控工

作。

张润东王旭摄

“同志，你好，请提供48小时核酸

证明，扫健康码、行程码……”近段时

间，在连霍高速柘城县西站口的疫情

防控监测点，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区中队中队长许绍中每天精神饱

满、一丝不苟地执行着防控工作。

作为疫情防控监测点的“领头

雁”，许绍中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带领民警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坚持24

小时值班制度，逐车逐人登记。“我们

每天从早8点值守到第二天早上8点，

日均引导车辆2000余辆，检查人员

4000多人。”

春节临近，返乡人员明显增加，给

许绍中的工作带来更多压力。“对那些

不符合返乡条件人员劝返时，有些人

不理解，称自己从疫情风险区回来没

啥事儿，再说都到家门口了，何苦‘为

难’他们呢。”许绍中说，这样的事情每

天都会遇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

许绍中的妻子史荣梅是一名医护

人员，郑州新一轮疫情暴发后，她主动

报名奔赴郑州支援抗疫。在一次凌晨

紧急集合时，史荣梅不幸摔倒受伤，送

医院救助后，转移回柘城居家隔离。

史荣梅下高速当天，正当许绍中值

班，看到妻子在高速口被县人民医院救

护车接走，许绍中心疼不已，但他只能

隔着1米的距离对妻子说：“回家好好隔

离养病，放心，孩子有人照看。”说完，默

默望着救护车远去。而家中5岁的女儿

潼潼一直由父母照看，妻子受伤回来后

需要隔离，也无法陪伴、照顾女儿。

“挂念也没有办法，我不能离开这

个岗位，电话也没敢打，打了女儿绝对

会哭。”许绍中说，实在想念的话会在

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发个视频与女

儿、妻子见见面。

舍小家为大家，大疫当前，许绍中

勇于担当履职，冲在抗疫一线，他坚

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尽早尽

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安心和

家人一起过个幸福年。

（本报记者李殿华通讯员王哲）

1月15日13时30分，郑州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社区民警周建伟结束执

勤任务回到警务室，看到了妻子留下的

饺子和一封信。

这是民警周建伟在疫情防控一线

“连轴转”的第10天，虽缺席对家人的

陪伴，但在社区防疫工作中，他从未缺

席。周建伟管辖的紫熙苑小区是回迁

小区，人员分布密集、流动人口众多、老

年人占比大，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

排查管控、出入登记、宣传动员、消杀防

护等工作事无巨细。

为了守好社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

米”，周建伟总是全力以赴、冲锋在前，

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周警官，我刚接到电话说我是新

冠肺炎确诊者的次密接，我怀着孕，老

公不在家，亲人不在身边，我该怎么办

啊！”紫熙苑小区的一名孕妇哭着向周

建伟求助。周建伟随即联系社区工作

人员一同来到该女士家中了解情况并

给予安慰。接下来的几天，周建伟每天

都会和该女士保持联系，直到她状态完

全调整过来。

核酸检测中，有些老人认识不到

位，认为自己没出过门，没必要检测。

面对这些“犟”老人，周建伟选择打“持

久战”，不厌其烦地劝说，效果非常明

显。据统计，每轮核酸检测中，紫熙苑

小区检测点的工作总是最快完成，8次

检测累计采样3万余人次，未发现一例

感染。

（本报记者李殿华通讯员薛玉白）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大家戴

好口罩，扫码，保持一米线距离，有序等

候检测。”1月14日，在卢氏县城关镇南

大街社区核酸检测现场，毛蒙召手持大

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他沙哑的

嗓音中，明显带着一丝疲惫。

毛蒙召是卢氏县公安局城关派出

所所长。新一轮疫情暴发以来，毛蒙召

“用身影代替话筒”，始终想在前、走在

先，用自己的实干在辖区人民群众面前

筑起了一道坚强防线。去年以来，他累

计封闭小区和路段200余处，配合辖区

30个核酸检测点检测25万余人，协助

卫健部门注射疫苗8万余人（次）；高标

准组建了由最专业人员、最精干力量组

成的核查工作专班，落实24小时联勤

值守，协助摸排核查返乡及重点人员

1.1万余人，核查率100%；重拳打击各

种涉疫违法犯罪，共查处涉疫案件6

起，治安拘留4人。

“岗位就是战位，公安民警就要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拼搏奋进向未来，用

自己的苦干实干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

疫情防控防线。”毛蒙召说。（孟永新）

以案说法

殴打他人致心脏病发作死亡，如何定性？

舍小家为大家
24小时坚守“疫”线

苦干实干 筑牢抗疫防线
柘城县

毛蒙召卢氏县

守好社区防疫“最后一米”周建伟郑州市

驻马店市

为弘扬社会正气，近年来，南乐县

见义勇为协会积极贯彻落实全国见义

勇为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市委要

求，总结见义勇为工作，汇聚社会正能

量，倡树社会新风尚，助推更高水平的平

安南乐建设。

南乐县见义勇为协会对标全国见

义勇为工作提出的发挥思想、榜样、政

策、法治、道德、舆论、社会、组织“八大力

量”工作要求，把见义勇为工作作为平安

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统筹推进、狠抓落

实，攻坚克难，着力解决组织机构不健

全、专职人员难保障、资金运转难维系等

现实问题，推动见义勇为事业不断向纵

深发展。

2021年，南乐县见义勇为协会重点

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宣传报道、奖励保

障、99公益日募捐，评选表彰见义勇为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99公益日先进表

彰工作，注重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全

社会参与见义勇为的积极性；高标准加

强南乐县见义勇为协会自身建设，完善

工作机制，不断推动见义勇为事业走上

良性健康发展轨道；不断健全激励机制

和社会保障机制，大力弘扬社会正气，传

播正能量，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的大格局。

南乐县见义勇为协会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积极宣传见义勇为条例和先

进事迹，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更好地

引导和激励广大群众承担社会责任，参

与社会治理。 （陈军）

1月 12日，通许县一幼儿突发急

病，家属在送医途中因不熟悉路况拨打

110求助。开封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民警

接到指令后，紧急驾车将幼儿送至医院

抢救，使幼儿转危为安。

据了解，当日13时许，正在开封市

南苑高速下站口执行防疫任务的市公

安局鼓楼分局巡防大队民警张杰、辅警

袁迪突然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有一名

脑出血患儿正从通许赶来开封，将在南

苑高速口下高速，急需送往开封市中心

医院救治，请予帮助。

接到指令后，张杰、袁迪立即与患

儿所乘车辆对接，在该车驶出高速后

第一时间鸣响警笛、打开警灯，驾驶警

车在前方开路。由于患儿家属对开封

路况不熟，在前往医院途中多次出现

跟不上警车的情况，当行驶到西郊商

场时，孩子出现了昏迷，情况万分危

急。为给抢救争取时间，张杰停车喊

话：“换车，快把孩子抱到警车上来！”

患儿妈妈抱着孩子坐上警车后，张杰

一路驾车疾驰。赶到医院后，袁迪立

即跳下车，从患儿妈妈怀中抱走孩子

飞奔急诊室，将其交到已经等候在门

口的医护人员手中。

看着孩子被及时送医，张杰和袁迪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随后他们驱车

返回南苑高速执勤点，继续执行疫情防

控任务。 （王湘君）

一名少年欲寻短见，驻马店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金桥派出所民警火速出

动，将少年从生死边缘拉回。

近日，驻马店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金桥派出所接到一起警情：辖区一名中

学生在风光路和汝河大道交叉口附近

欲跳河寻短见。接到报警后，民警王红

阳、王钊迅速准备好救助装备，带领辅警

陈山林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等不

及车子停稳，王红阳等人便跳下警车迅

速跑向河边，只见一名13岁左右的少年

正垂头丧气地站在河边，情况十分危

急。王红阳尝试与该少年沟通，该少年

情绪十分激动，说同学欺负他，没人管

他，活着没意思。

原来，该少年父母离异，且都在外

地打工，他因此缺少亲情关爱。当天下

午，他与同学拌嘴，对方辱骂他是个没人

管的孩子，他一气之下，便做出欲轻生的

荒唐行为。

王红阳充分发挥退伍前在部队当

教导员的优势，语重心长与少年交谈，慢

慢打开了少年的“心锁”。待时机成熟，

王红阳快步上前，一把抱住该少年，成功

将他带到安全地带。

（路志勇）

1月14日，鹿邑县公安局穆店派出

所副所长王文杰的儿子满月，他用手机

写下一段话：孩子，作为一名父亲，不能

给你更多的陪伴，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爸

爸，但是我会做一个好警察。

一个月前的此日，王文杰的儿子呱

呱坠地。看着襁褓中儿子粉嫩的小脸，

王文杰难掩心中的喜悦。

“老婆，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单位

不是很忙，我一定好好在家陪陪你和孩

子……”作为一名基层派出所民警，他感

觉亏欠最多的就是妻子。

“说得好听，哪次你不是刚说完就

变卦。”尽管嘴上都是埋怨，但现实中，妻

子总是会给王文杰最大的支持。

没想到，妻子的戏谑之言再次成为

现实。

孩子出生后仅几个小时，王文杰便

接到专案组执行任务的电话，看着刚刚

分娩后身体虚弱的妻子和熟睡的儿子，

他不由愧疚万分。

“你去吧，上级机关让你去执行任

务也是对你的信任和肯定，你好好工作，

不要挂念家里。”听到妻子的话，王文杰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转身走出

病房，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上午，他把妻儿托付给家人

后，毅然投身到专案工作中。（苑磊）

南乐县

推动见义勇为事业健康发展

南河店派出所

送证上门 服务企业“零距离”
为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

能力，近日，南召县公安局南河店派出所

民警第一时间将换发的证照送到辖区

旅馆业法人手中，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辖

区群众的赞誉。

为更好地提升民警的旅馆业管理

服务水平，南河店派出所社区民警以警

务区为依托，分区建立旅馆业业主微信

群，以业主有所需、民警必有应为工作目

标，用实际行动践行服务“零距离”。在

此次辖区旅馆业全部更换特种行业证

照工作中，民警主动协调房屋评估机构

以最低价格进行房屋评估，同时通过微

信群把所需费用情况进行公示，取得辖

区广大旅馆业业主的信任，使得房屋安

全性评估工作顺利开展，证照办理快速

便捷。

同时，派出所民警在当前疫情防控

严峻的形势下，对辖区旅馆业法人全部

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督促其严格履行

疫情防控措施和“四实登记”工作。

据了解，全县公安机关将以“观念

能力作风建设年”为契机，以增强群众的

幸福感、满意度为己任，不断提升政务服

务质效，用快、优、精的服务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 （艾旭）

儿子出生 父亲“出征”

牢筑消防安全防火墙

幼儿突发急病 民警紧急送医

少年负气欲轻生 民警开导解“心锁”

【案情】2021年6月29日，宝丰县某

村村民梁某与同村村民杨某（63岁）因琐

事发生口角，继而引发双方厮打。在厮

打过程中梁某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

击打杨某头部，后双方被同村村民劝

开。杨某自行离开，在行至打架现场东

约60米地方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法

医鉴定认为，杨某符合冠心病急性发作

死亡，争执及外伤为其死亡诱因。

【分歧】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对梁某

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

见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事件，根据我国

《刑法》第16条规定，梁某的行为不构成

犯罪，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种意

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梁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种

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

梁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

如下：

一、梁某的行为与杨某的死亡结果

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经鉴定，

杨某是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争执及外

伤为其死亡诱因。因此，梁某的行为是

诱发杨某的死亡结果的必要条件。

二、梁某没有造成杨某死亡的主观

故意。本案中，虽然梁某使用砖头砸中

杨某，只具有一般殴打的意图，主观上不

能认定其存在造成杨某死亡的故意，并

不属于意图造成他人身体损伤的故意伤

害行为。

三、梁某对其行为导致杨某的死亡

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本案中，杨某已

超过60周岁，系冠心病高发人群，梁某

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自己的殴打行为可

能造成被害人伤亡的严重后果，因疏忽

大意而没有预见，最终导致杨某被诱发

冠心病发作死亡的后果。

四、认定梁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

死亡罪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根据

我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

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犯多大的罪，就

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判处相应轻重的

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本案

中，梁某的殴打行为仅造成杨某头部轻

微红肿的伤情，从这一点能够反映出杨

某的死亡具有偶然性。如以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对梁某定罪处罚，不符合公

众的一般心理预期，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定罪处罚更能获得社会认同，能够达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宝丰县人民检察院高艳霞刘雅菡）

在岁末年初“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

中原油田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消防结

合”的原则，扎实开展冬季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有效预防遏制火灾事故发生。

明确主题，突出特色，形成集中宣传

效应。该局积极开展多部门参与的综合

性消防应急救援演练，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普及消防常识，形成集中宣传效应。

严格排查，集中整治，确保隐患动态

清零。对辖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

严格排查，查处各类火灾隐患260余处，

督促整改长期遗留隐患和“老大难”问题

180个，切实做到隐患动态清零。

丰富载体，确保实效，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该局积极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和火灾案例警示教育，

使广大群众掌握正确的防火灭火和自救逃

生技能。“平安守护”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

警车56台次、警力305人次，开展消防应

急救援演练9场次。 （刘宏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