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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民警故事之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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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鸿杰 任君箫

人物小传 !李延 !男 !汉族 !

0!

岁!中共党员!二级警督警衔!

!$1$

年参加工作!先后被评为"全市执法

先进个人#$"省优秀人民警察% 等!

多次立功受奖& 现任淮阳县公安局

王店派出所所长&

李延!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做事

稳重干练!平时乐于助人!把驻地当

家乡"李延系外县籍#!在基层派出

所工作的
!2

年中! 他走村串巷!走

访群众上万人次 ! 调解矛盾纠纷

!#34

多件$ %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对

他最好的注解!当地群众都喊他%王

店好所长&$

%同志 ! 请到这边来办理户

口$&

#

月
"#

日上午! 淮阳县王店

乡派出所所长李延在户籍室里! 面

带微笑对一位前来办理户口的村民

说$ 为了提高户籍民警素质! 使群

众户籍 %零差错&! 作为派出所长!

李延经常站前台为群众服务! 以提

高服务群众质量! 督促户籍民警更

好开展工作$ 户籍室是派出所的窗

口单位! 户籍民警的职业素质' 服

务态度直接关系到民警队伍的整体

形象$ 李延注重抓户籍办理工作!

他还定期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

群众代表座谈!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 对民警进行规范化管理的辅

导培训! 以提高思想素质! 端正服

务态度$

心系群众安危! 想方设法解除

群众的后顾之忧$ %人被抢'车被盗'

门被撬&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解

决好这些问题! 李延与辖区李集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实地考证!建

立阶梯式管理的防控体系$ 在辖区

以李集村为试点!从
"44$

年
5

月开

始建立治安哨所警亭! 分别在村的

主要出入口建立
6

个高质量警亭!

警亭上安装了警灯! 每到夜晚警灯

闪亮!彻夜守卫村庄安全$在警亭的

管理上!结合李集在家人员情况!每

天安排
#

个人负责一个警亭! 在警

亭前设置一个路卡! 夜晚对所有出

入车辆一律登记! 对入村外来人员

进行盘查!做好记录!实行交接班签

字手续$ 同时为各警亭配备了对讲

机'巡逻棒'矿灯等!为值勤人员配

备了服装'袖章'雨具等必备的巡逻

设备$ 村%两委&班子成员参与各警

亭的管理!形成了村内有巡逻'村外

有警亭' 整个村一盘棋的治安联防

新模式! 确保了李集村群众和商户

的安全$

寻丝觅迹锁定逃犯!

!2

年命案

积案告破$

!$$6

年
1

月
$

日下午!

因贷款纠纷! 淮阳县王店乡村民曹

某将同乡村民田某打伤! 田某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犯罪嫌疑

人曹某外逃 !

!4

余年不知去向 !李

延多次带人组织抓捕均无结果$ 今

年初! 在对辖区命案积案全面摸排

时! 李延经多方努力发现了曹某外

逃的踪迹$

"4!"

年
5

月
"4

日!李延

带领民警奔赴广东深圳! 在当地警

方的配合下!查找曹某的踪迹$

5

月

"6

日!终于确定曹某所在地位于深

圳宝安区某工业区$ 经过数小时追

捕!曹某被抓获$ 经审讯!曹某对
!2

年前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李延
!2

年如一日!始终站在基

层派出所的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用实际行动践

行%人民警察为人民&宗旨和%忠诚'

为民'公正'廉洁&人民警察核心价

值观! 是周口公安优秀民警的杰出

代表! 是扎根基层无悔无怨的优秀

干部! 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爱民模

范$ 为维护一方平安!服务群众!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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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海龙

本报讯
#

月
!$

日和
#

月
"6

日!

本报以)消费者*为什么+ 凭什么+ ,和

)蛋糕店关门 预付卡可继续使用,为

题! 分别报道了夏威夷温泉俱乐部和

开心蛋糕店在消费者所持预付卡尚未

消费完时!商家随意%变卦&或突然人

去楼空!导致消费者理赔无门!蒙受损

失的事$

这些报道引起了市民广泛关注!

近日! 本报新闻热线又连续接到市民

遭遇预付卡消费陷阱的反映$ 商家玩

%蒸发&的把戏虽不是首创!也毫无新

意可言!然而!仍有不少消费者落到陷

阱中$

反映!"乐翻天月票#让人欢喜让人忧

近日! 周口市区陈女士向本报新

闻热线反映!

"4!"

年
!

月左右!因孩子

喜欢在五一路上的友谊服饰广场三楼

的%乐翻天阳光乐园&玩!就为孩子办了

一张月票!一次付
14

元能玩
!4

次$%春

节过后!我再次带着孩子去玩!乐园装

修了$&陈女士说!当时商场的人说装修

后月票可继续使用!她就没有在意$ 最

近!陈女士带着孩子再次去玩时!却被

告知! 现在这家店已转行成了 %溜冰

场&$ %我的月票还有几十元没消费!我

同事还有几百元的月票呢- &陈女士气

愤道!她找商场讨说法!商场竟说三楼

他们出租了!他们不管$

友谊服饰广场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三楼是他们的商场!只是一直出租给别

人$ 这名负责人还称!现在三楼%溜冰

场&还是原先%乐翻天&的老板!仅是换

了经营项目$

%原来在我们这办理的月票!只要

是本人前来!我们都可以退钱$ &原%乐

翻天&的刘老板接受采访时说!月票也

可以在其他分店继续使用$

提醒! 办卡要三思

记者从工商部门及消费者协会了

解到! 会员消费卡的监管仍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难题$看来!目前要避免办卡

风险! 最重要的环节还在于消费者自

身的消费选择上$

川汇区火车站工商所所长米保才

提醒消费者!办卡前要明确一个概念!

商家开店本就是风险投资! 消费者办

卡便是在风险上追加了风险! 一定要

三思而后行$确需办卡时!要先考察商

家是不是本地户口'信誉度如何'经营

规模怎样!满意后再作决定$办理时最

好签订书面合同!特别在优惠范围'退

卡等细节问题上抠一抠! 避免将来发

生消费纠纷时找不到依据!蒙受损失$

律师!消费者可采取多种方式维权

就陈女士的遭遇! 河南陈州律师

事务所李中海律师说! 预付费消费问

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禁止性规定! 消费

者与经营者之间完全依靠信用判断$

消费者遇到预存卡消费陷阱时可以向

消费者协会投诉! 也可以向工商行政

部门反映! 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

诉!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剩余

款项$如果商家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恶意关闭经营店面! 置消费者利益于

不顾!且金额达到
5444

元以上!商家

就有诈骗的嫌疑! 消费者可以向警方

举报!追究不法商家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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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

月
"6

日下午
0

时

04

分许!杨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在周

口客运中心站搭载上两名乘客!运

营途中被正在联合执法的运管和交

警%逮个正着&$由于昼长夜短!市民

在外活动时间大大延长! 一些非法

营运的残的' 摩的活跃于各大小车

站! 黑出租经营者也趁机从事非法

营运! 这些都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道

路运输经营秩序$ 为此!

+

月
"6

日

下午! 市交警支队与市运管处联合

执法!重拳打击非法营运市场$

%请出示您的相关证照!配合检

查$ &当日下午
0

时
54

分!执法人员

在五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设卡检

查$在对每一辆机动车的检查中!执

法人员都详细地查看和核对驾驶员

的驾驶证'行驶证和营运资格证$下

午
0

时
04

分!一名老年妇女驾驶一

辆电动三轮车在路口处减速停下!

车上载着两名年轻男女和大行李

箱$%他们都是俺的亲戚$&面对交警

的询问!驾驶人杨某一口咬定$交警

接着询问乘客! 两名乘客操外地口

音! 回答是从周口客运中心站坐上

的三轮车!说完两人就离开了$证据

确凿! 杨某又说她只是来学校接孙

子放学的!死活不肯下车$在交警多

次劝说下!十几分钟后!她才磨蹭着

下来! 车辆随即被暂扣$ 下午
2

时

许!在七一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一

辆打着开锁字样的机动三轮车进入

交警视线!交警挥手示意后!开车人

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朝南行驶!

一名交警三步并作两步! 上前抓住

车把! 车辆的惯性把交警拖拽了十

几米才停下! 交警随即依法暂扣了

这辆车$

交警介绍!这些打着开锁'家具

卖场广告的大多是非法营运车辆!

而且车主交通法规意识淡薄! 随意

逆行'调头'闯红灯等!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出于安全考虑!希望大家不

要乘坐这种无牌无证的车辆$ 据中

心城区综合整治督查组领导介绍!

通过部门联勤联动! 城区电动三轮

车非法营运明显减少! 消除了道路

运输安全隐患$接下来!将继续加强

宣传教育和严格管理! 建立对电动

三轮车非法营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长效管理机制! 全力保障城区道路

交通有序'畅通$

聚焦城区综合整治 创建和谐文明周口聚焦城区综合整治 创建和谐文明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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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我市的街舞爱好者在进行街舞自由风格项目比赛$

昨日%中原街舞精英挑战赛在中州大道科技广场开幕%来自

全省的
!""

多名顶尖街舞爱好者汇聚周口%进行了街舞交流

与表演赛$ 现场的爵士乐和舞者超炫的舞姿让我市观众一饱

眼福%并把气氛推向高潮$ 记者 王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