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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严密社会面治

安防控，有效打击和震慑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夜治安
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安排， 近日，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针对夏季社会治

安规律和夜间违法犯罪特点，闻警而

动、听令而行、尽锐出战 、快速反应 ，
向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开刀”，向各
类违法犯罪 “亮剑 ”，纵深推进 “百日
行动”， 全力带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
安全感。

治安部门，在严格落实社会面巡
逻防控基础上，根据辖区人员密集程
度和治安警情等情况， 科学调配、统

筹布局、强化显性用警，组织特警、派
出所民警等警种 ，以重点部位 、重点
场所、重点路段为基点，持续开展“见
警察、见警灯、见警车 ”行动 ，清除治
安死角盲区，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交警部门， 紧密结合城乡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的规律特点，科学设置
执勤点位， 在检查酒驾醉驾的同时，

坚持“一车多查”，同步严查各类显性
交通违法行为。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坚持警种联
勤，全面提升联动执法、综合整治、链
条打击合力，最大限度消除各类社会
安全隐患，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
动空间，着力营造守护身边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的良好氛围。

推进治安巡查行动 保障社会治安稳定

□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近日， 周口市境内又是
一个高温天气，高速公路路面温度更
是高达近 50 度。热浪炙烤，周口高速
交警面对受困于高速公路上的群众，
顶着烈日为司机更换轮胎，上演着一
幕感人的镜头。

当日 16 时 50 许 ，周口市公安
局高速交警支队高速四大队民警

张培俊带领队员张羽在路面巡逻

时 ，发现盐洛高速有辆豫 P 黑色小
轿车 ,打着双闪灯停在许昌至鹿邑
方向 597 公里处的应急车道上 。 民
警见状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 一位驾
驶员满头大汗的从车里出来 ，告诉
民警说 ，他准备去鹿邑办事 ，行车
途中突然感到右前轮胎没气了 ，然
后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但他不会
更换备胎 ， 刚把警示标志收到车
内 ，准备就这样驾车 “硬开 ”，正好
遇到巡逻民警 。

民警了解情况后 ， 第一时间
在来车方向 150 米处设置安全标
志 ， 然后拿来工具帮助司机更换
备胎 ，换胎过程中 ，民警还不忘边
操作边给驾驶员讲解换车胎的方

法技巧 ， 希望他以后遇到类似情
况 ，能够自己解决 。 不到 10 分钟 ，
轮胎更换完毕 ， 此时民警和驾驶
员都汗流浃背 。 驾驶员连声向民
警道谢说 ： “你们高速交警 ， 真是
乐于助人 ”。

周口高速交警现场“教学”换轮胎 帮助群众脱困境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近日， 川汇区公安分局
城南派出所接福建莆田警方通报，称
在该所辖区内有非法印刷出版物窝

点，请实施侦查抓捕。
城南派出所所长毛俊委了解情

况后高度重视，要求结合夏夜治安巡
查宣防集中行动，迅速启动深度排查
机制，做到快侦快破，并着手“挑兵选
将”。

带班副所长晋润民带领民警晋

朝阳等，通过认真分析，结合平时掌
握的社情，很快锁定非法印制出版物
窝点的大概位置。

为防止目标人物转移赃物，使案
件下步深度侦办受阻，办案民警决定
采取秘密侦查，快速行动。当天晚上，
晋润民带领民警赶到位于官坡一家

“圆通快递”旁边的厂房边，对周围主
要出入口进行把控，声明在执行夏夜
治安巡查宣防任务，敲开了出租屋大
门，对厂房内正在作业的李某某进行
控制，并对现场印刷机器，书籍，非法
宣传品等物品进行了拍照取证。

经调查，嫌疑人李某某租赁空闲
厂房，购置印刷设备，在无任何手续
的情况下，印制非法出版物。 民警当
场查缴非法印刷书籍、 宣传品 3000
余册。

当晚 22 时， 办案民警将李某某
移交给莆田警方。

川汇区分局城南派出所持续以

二十大安保为主线，以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为抓手，多措并举深
入推进“打防管控”各项工作，勇于创
新，拼搏奉献，为全区社会大局稳定
贡献力量。

城南派出所打掉

一非法印制窝点

□记者 彭慧 整理

本报讯 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宋
河法庭联合宋河镇矛盾调解委员会，
共同对一起借贷纠纷进行调解，从立
案到调解仅用 1 天时间，就顺利化解
了纠纷。

在 2016 年初 ，王某向其远房亲
戚张某借款 3 万元 ， 由于顾及亲戚

情面 ， 双方对借款未约定利息 。 借
款到期后 ， 张某一直与王某协商还
款事宜 ， 但王某均以各种理由拒绝
偿还 。 经历了 6 年的索要无果后 ，
2022 年 7 月 ，张某将其诉至鹿邑县
人民法院 。

该案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立案，
宋河法庭叶杨杨法官遂联系原 、被
告双方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在法庭

进行调解 。 法官得知双方之间存在
亲戚关系 ， 遂同该镇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一同从亲情角度出发对案件进

行调解 ， 用司法的温度弥合亲情的
裂痕。 法官引导被告换位思考，告知
被告 ：“该借款已长达 6 年之久 ，且
未收取任何利息 ， 这是出于对你的
信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 ，是
一种至亲的体现 ， 现在人家遇到困

难，你应该积极偿还借款。 ”
在法官和调解员的共同劝解下，

双方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方案 ， 即日
起每月偿还 1 万元 ， 分 3 期履行完
毕。 法庭当天出具调解书，该纠纷得
以解决。

法官与调解员齐上阵 6年纠纷 1天化解

������为进一步加强保安企业和保安员全力投入党的二十大安保、常态化疫情防控、抗洪防汛应急救援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
工作，7 月 24 日上午，我市举行“喜迎二十大、保安护平安”保安行业主题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内
保大队全体同志，城区各分局分管领导、民警代表，周口安保集团领导班子、各分公司、各大队代表共计 400 余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周口城投安保集团作为周口保安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我市唯一一家国有独资保安服务企业，成为了集门卫、守护、
巡逻、护卫、押运、安检、技防、安全评估、安全培训、涉案物品管理等于一体的现代化、集团化企业，承载着更大的安全责任和
使命，为服务周口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工作作出了贡献。 记者 陈军强/摄

以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