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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26

日一大早，

德兴市红十字矅阳志愿服务队组织了

9

名志愿

者，来到德兴市民政局救助站，帮助新入住的

20

名收容救助人员检查身体。

据悉， 德兴市收容救助站的

20

名流浪人员，

大多身体有各种缺陷，且多人无语言沟通能力，不

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更不知道家在何方。他们中有

的有眼疾看不见，有的无法行走，都需要志愿者抱

上抬下。 为了尽快掌握

20

名流浪人员身体状况，

志愿者们帮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分批把他们接到

曜阳爱心医院一一进行体检。 体检内容主要包括

空腹

B

超、心电图和影相拍片等，通过体检为他

们建立一个健康档案，以方便他们今后的生活。经

过志愿者们近

3

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此次

体检工作。随后，志愿者们又一个个将他们安全送

回宿舍。 志愿者们用爱心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搭

建起一个健康有爱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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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韩海建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25

日，

余干县城市管理局琵琶湖驿站收到了一面印有

“ 人民城管一心为民、寻人解惑感激不尽”字样的

锦旗。“ 感谢你们的善举，帮我找回了女儿！ ”邱女

士紧握城管队员张宏波的手说道。

原来，

7

月

22

日

20

时许，值班中的城管队员

张宏波，突然听见附近一位小女孩的哭泣声，并迅

速跑向事发地查看情况， 只见一位

7

岁左右的小

女孩在不停地哭泣。在向小女孩表明身份后，张宏

波耐心询问小女孩具体情况， 并从小女孩断断续

续的言语中，得知小女孩与家长走失了。了解情况

后，张宏波将小女孩领进值班室安抚她的情绪。因

适逢夜晚，情况紧急，张宏波第一时间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 并通过城管巡逻车的高音喇叭在琵琶

湖周边不停呼喊，第一时间向周围群众告知情况。

“ 城管同志您好，那个小女孩是我家的。 ”

20

时

30

分，小女孩的母亲终于出现了。只见邱女士快步跑

到城管驿站岗亭，对走失的小女孩进行认领。张宏

波立即对其信息进行核对， 确认小女孩正是邱女

士走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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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曾庆平 王凯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7

日晚， 铅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新滩乡某路段设

置执勤点位，严查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当地男子李

某无证驾驶着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 在该路段闲

逛。 突然，李某看见前方人头攒动，“ 凑热闹”的天

性使他骑着摩托车赶上前去， 正当李某愉快地赶

去凑热闹时，一名交警拦在了他的面前。

“ 您好，我们在路面执勤，请停车熄火，配合吹

气检查！ ”交警的话让李某心头一惊，但也只能配合

着吹气。 李某在晚饭期间喝了两杯白酒，之后又喝

了两瓶啤酒，经采集血液样本鉴定，李某的血液样

本中乙醇含量为

185mg/100ml

，涉嫌危险驾驶罪。

经核查，李某于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因盗

窃电动车、摩托车、手机等财物数十起，被判刑数

次。 原来， 李某的真实身份是“ 盗窃前科重点人

员”。经河口派出所侦查，发现李某于

2022

年

6

月

在铅山县河口镇狮江社区某处盗窃自行车一辆。

目前， 该局依法对涉嫌盗窃的违法行为人李某作

出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同时，因李某涉嫌危险

驾驶罪，该局已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李某被民警现场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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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偲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20

日，弋

阳县人民法院中畈法庭在受理一起离婚纠纷案

时， 接到了当事人李女士提交的一份人身安全保

护申请书。 经核查确认，法院出具了

2022

年首份

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书， 为家暴受害者筑起法律

的“ 保护墙”。

据了解， 李女士与徐某于

2000

年领证结婚。

2022

年

5

月，双方因感情问题发生冲突，徐某前

后两次殴打李女士。 李女士不堪忍受，于

7

月

20

日向弋阳法院中畈法庭提交了离婚起诉状、 人身

安全保护申请书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相关证据。

经审查， 法庭认为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李女

士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

情形，其申请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故

迅速依法作出裁定， 及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裁

定书，并对被申请人徐某进行了说服教育，告知徐

某违反禁令的法律后果。同时，法庭还将裁定书送

达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共同住所地的派出所、妇

女联合会及村委会等部门， 分别向相关部门说明

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情况， 确保该人身安全

保护令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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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社会面管控、 挤压违法

犯罪空间，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

日行动”， 确保辖区社会治安持续稳定，按

照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要求，

7

月

22

日

晚，信州公安启动“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

统一行动”。

7

月

22

日下午，信州公安第一时间召

开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工作部

署会，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分工职责，压实

工作责任。 同时，信州公安结合辖区实际，

制定了集中统一行动工作方案， 进一步细

化了重点部位巡查、重点场所清查、重点路

段临查、重点水域夜查、重点通道检查以及

安全防控宣传等六项具体工作措施。

“ 行动开始，出发！”当晚，随着“ 出发”的

一声令下，集结民警、义警整装出发，奔赴辖

区各个卡口、重点场所、工作岗位，迅速投入

到治安清查、巡逻防控、宣传防范工作一线。

全体参与行动民警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

的态度、精细严谨的工作方法，充分展示着

人民警察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全力构筑辖

区安全防范的铜墙铁壁。

集中行动期间， 信州公安全警充分发

扬“ 亮剑”精神、发挥“ 守夜人”作用，全面提

升社会面巡控力度，组织开展综合查缉，积

极深化宣传防范，进一步强化显性用警、动

中备勤、屯兵街面。采用“ 突击式”“ 地毯式”

“ 拉网式”清查方式，加强对商业广场、夜市

等夜间人员密集场所、 辖区重点水域的巡

查巡防，加大对可疑车辆、人员及重点场所

盘查的综合查缉力度和频次， 严厉查处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营造严查严整

严打的高压态势，不断增强社会面威慑力、

控制力，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行动中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进一

步提升派出所、 特警、 警务站一线警种合

力，联动辖区交警，结合相关违法犯罪规律

特点，科学设置执勤点位，加大警力和装备

投入，开展设卡混编查缉工作，严查酒驾、

无牌、 非法持有管制刀具等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以及场

所各项管理要求，集中治安、特警、禁毒、网

安等警种部门和辖区民警力量， 对辖区旅

馆、网吧、

KTV

等各类场所开展“ 拉网式”

清查，严厉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各辖区

派出所积极组织警力， 并发动信州义警群

防群治力量， 突出夜间人员密集场所巡逻

防控，让群众时刻“ 见警察、见警灯 、见警

车”， 着力营造守护身边安全的良好氛围；

广泛组织各警种民辅警、义警深入一线，以

群众“ 看得见、容易懂、记得住”的方式，同

步开展反电诈、反盗窃、防溺水、防火灾、拒

酒驾、 拒赌毒等安全技能知识、 技能的宣

传、警示教育活动。 重点围绕广场、公园等

群众夜间纳凉避暑场所，坚持以案说法，加

强安全防范提示，努力使“ 全民反诈”意识、

安全自救等知识深入千家万户；行动期间，

食药环侦大队、 森林公安分局等相关警种

针对非法捕捞、 非法采砂犯罪大多夜间作

案的规律特点， 持续加大对夜间重点水域

及连接陆路通道可疑人员、车辆、船舶的巡

防排查力度。

据悉，此次“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 信州公安共设混编查缉卡口

3

个，集中清查小组

4

个，刑侦、特警、治安、

网安、禁毒、经侦、食药环、森林、派出所、警

务站等部门警种全警联动 ， 共出动警力

180

人， 检查车辆

1014

台次 ， 盘查人员

2956

人次。查获非法改装车

1

辆、套牌车

1

辆，清查场所

309

个，巡查重点部位

53

个，

发现隐患

41

处，责令整改

41

家，查处未实

名登记旅客信息案

1

起， 擅自经营案件

1

起。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5

人，查破刑

事案件

3

起，行政案件

4

起，发放防溺水、

反诈等宣传资料

600

余份。

(

彭佳骏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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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把暖心的小事、

实事做好，让群众感到暖心、安心，是弋阳公安

始终努力的方向。 寻耕牛、捅蜂窝、找钱包……

民警处处为民服务暖人心，深受群众的赞扬。

耕牛频频走失 民警快速找回

7

月

9

日，弋阳县公安局接到叠山镇双港

村

70

多岁老人夏某报警称，其家中的一大一

小两头黄牛失踪，价值近两万元。 电话中，老

人十分焦急。 民警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 经现

场勘验后，民警基本确定黄牛不是被盗窃，于

是民警一边安慰老人一边开始积极寻找 。 炎

炎烈日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辛苦搜寻，终于

将老人家“ 出逃”的两头黄牛找回。 当民警将

黄牛交到老人手中的时候， 老人终于露出了

开心的笑容。

同日，中畈乡一名群众也报警，称其家中的

一头母黄牛走失。 值班民辅警通过发动亲戚朋

友多方寻找， 最终在湖桥村山背陈家组找到该

头牛，经失主确认就是其走失的耕牛。看到失而

复得的耕牛，失主连声道谢。

马蜂景区安家 民警消除隐患

炎炎夏日，正是马蜂大肆筑巢、疯狂繁殖的

季节。

7

月

8

日，弋阳县公安局接到龟峰景区工

作人员报警， 称在桂花园入口处的公示牌发现

了一个马蜂窝，请求出警。 接警后，民警迅速到

达现场，只见马蜂窝筑在牌子右上角的间隙里，

成群结队的马蜂进进出出， 旁边就是龟峰景区

登山的主路口，游客来来往往，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

民警顾不上炎热， 同龟峰景区工作人员迅

速穿上防护服，戴上面罩，用防蜂喷雾剂对准蜂

窝出入口喷射，直至将蜂窝里的马蜂杀死，成功

将该马蜂窝铲除， 并将地上残余的马蜂悉数清

理。此举保障了游客的旅行安全，为龟峰景区消

除了安全隐患。

寻回遗失钱包 群众送上锦旗

7

月

10

日， 辖区居民倪先生将一面写有

“ 为民解忧、情系百姓”的锦旗，送到弋阳县公安

局民警手中，感谢民警为其找回遗失财物。

7

月

5

日，弋阳县公安局接到倪先生报警求助，称其

1000

余元现金在弋阳人民医院附近的饭店就

餐后丢失，希望民警能提供帮助。

面对焦急万分的倪先生， 值班民警一边耐

心安抚其情绪，一边仔细询问了解有关情况。随

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到财物的遗失地点，通过走

访调查等大量工作， 最终发现钱包被一男子捡

到。在民警积极协调下，该男子将财物原封不动

地归还给了失主倪先生。看到失而复得的财物，

倪先生对民警连连称赞。

（武玥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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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部署安排，横峰公

安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 不断提升快

速打击、精准打击、规模打击效能，本着什么犯

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的原则， 快破大案

多破小案，全力营造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7

月

5

日， 横峰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在工作中，发现辖区陈某、张某华、游某才、杨某

勇等

4

人在

2019

年

12

月期间， 通过乘坐飞机

至云南边境并偷渡至缅甸小勐拉。经查，身处缅

甸小勐拉的杨某电话联系到张某华， 邀请其至

缅甸进行赌博。 于是张某华以缅甸小勐拉经济

发展好，做生意赚钱为由，纠集游某才、杨某勇、

陈某从云南边境偷渡至缅甸小勐拉。 陈某等

4

人到达缅甸后， 发现当地环境并非像描述的那

样好， 在当地游玩数日后又从云南边境偷渡回

国。 目前，陈某等

4

人因涉嫌偷越国

(

边

)

境罪已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月

9

日，葛源派出所在研判“ 断卡”案件线

索中，发现嫌疑人刘某某的银行卡交易存在异常。

民警调查发现， 刘某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的流水

异常。 经分析， 刘某某有帮助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 跑分”的重大嫌疑。经民警电话沟通，刘某某主动

到葛源派出所投案自首， 如实供述了伙同陈某某

在横峰县赭亭花园利用其名下

6

张银行卡进行跑

分活动，通过“

CC

闪付”平台为赌博网站的玩家

提供上分充值服务。短短

1

个多月，涉案银行卡流

水高达数百万元。目前，刘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陈某某正在抓捕当中。

7

月

11

日中午，兴安派出所接张女士报警

称，其在经开区森泰驾校至兴安花园的途中，一

部苹果手机不慎遗失。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调

查。经初查，确认张女士手机遗失后被路人拾走

带至经开区龙门路附近。 在经开区派出所的大

力支持下，民警顶着烈日逐户上门走访，最终将

手机找回归还失主。“ 这么小的事情，你们两个

派出所的民警都这么重视， 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 ”张女士握着民警的手说道。

6

月至

7

月期间， 兴安派出所多次接到鑫

鑫加油站报警称，有客户加油后未付款。民警通

过调查走访、追踪研判，将近期未付款项如数追

回。

7

月

11

日，加油站老板张先生特意送来印

有“ 神速破案、为民服务”的锦旗，对民警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表示肯定。

7

月

5

日， 受害人刘某停放在岑阳镇岑港

村湿地公园的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被盗。 接警

后，岑阳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走访调查、查看

公共视频，循线追踪，并在龙门、港边、司铺派出

所的大力支持下， 查清被盗红色三轮摩托车的

行驶轨迹。

7

月

8

日，民警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

到了被盗红色三轮摩托车， 并查清了犯罪嫌疑

人的身份信息。

7

月

13

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苏某抓获，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7

月

13

日， 港边何家村一老人到港边派出

所报警称，

7

月

12

日傍晚他从县城购买了两箱

生活用品后乘坐公交车回家，下车后由于腿脚不

便，便先将物品放置于路边，准备回家拉推车运

送回去，然而待他将推车推来后，发现两箱生活

用品不见了，心里非常着急，一早便到派出所求

助。民警立即到现场察看情况，并开展视频追查，

快速查到了可疑人员。 原来，老人的东西被一名

骑车妇女拉走了。 通过视频，民警让老人及何家

村网格员辨认物品及骑车妇女身份，经网格员辨

认和联系得知，该妇女为同村人。 民警找到了该

妇女， 其称是骑车路过看到两箱东西在路边，以

为是别人掉落的就带回了家。民警对她进行了教

育，并将两箱完好无损的物品归还给了老人。 老

人非常开心， 一定要将一箱蛋黄派送给民警，被

民警婉拒：“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有困难找警察，

我们一直在。 ”（徐恩林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民警帮忙找回耕牛 民警清除马蜂窝

失主送锦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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