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事逃逸 家人“打掩护”
当晚， 唐河县交警大

队民警王新胜、 蔡成冲接
到警情后迅速赶至现场。
据当地群众反映， 由于事
故发生时天色昏暗， 只知

道肇事车是一辆三轮摩托
车。 民警对现场进行初步
勘察发现， 肇事车辆为红
色三轮摩托车。

随后，办案民警连夜开

展调查。通过走访群众及调
取视频监控，民警初步确定
上屯镇下屯村周楼村西冢
组村民张某有作案嫌疑。民
警随即来到张某家中，张某

的父母称张某在广东澄海
打工，一直没回过家，家中
的红色电动三轮车布满灰
尘和蜘蛛网， 长期没有用
过，线索至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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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葭 通讯员 张树俊）1 月
8 日，社旗县客车驾驶人邱某酒后驾驶客运班
车，被执勤民警逮了个正着。

当日 14 时，社旗县交警大队在城区集中
组织查酒驾行动。16 时许，民警在城区建设路
与赊店路交叉口执勤时， 一辆客车自北向南
驶来。 民警在对该车辆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
时，察觉驾驶人邱某身上有酒味。 经检测，邱
某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40 毫克，属
于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经询问得知，邱某中午在家吃饭时，自己
喝了二两白酒。 之后，邱某驾驶客车去修理厂
修车，车辆经过建设路与赊店路交叉口时，被
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社旗县公安局依法对邱某行政拘留 15
日。 目前，邱某羁押在社旗县行政拘留所。

客车司机酒驾

行政拘留 15 日

1 月 11 日 11 时 7 分，
车牌号为豫 R681X1 的三轮
摩托车在雪枫路行驶时，因
装载货物超长被罚款 50
元、记 1 分。 根据相关法规，
机动车载物的长、宽、高不
得违反装载要求， 不得遗
洒、飘散载运物。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通讯员 皮金明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尹静波）
1 月 11 日， 溧河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民警联
合五里堡办事处对辖区的禁放区域销售、存
放的烟花爆竹场所进行检查，同时，民警进村
入户，开展安全宣传工作。

为全力保障公共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
全， 溧河派出所广泛开展宣传进社区、 进工
厂、进学校等活动，发放宣传材料，教育群众
遵守禁放、限放规定。 当日，民警共向宾馆、酒
店、 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及群众发放宣传材料
3000 余份、张贴宣传画 1500 余张。 民警充分
利用微信、微博和短信平台开展宣传，共向烟
花爆竹批发单位从业人员和历年零售摊点的
负责人发送宣传短信 5000 余条。

溧河派出所

严查烟花爆竹

违规载物
罚 50 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1 月 10 日，市公安局召开
南阳公安工作新闻发布
会。 2016 年，全市公安机
关以“五个决不允许”为底
线，全力防控风险，强力破
解难题， 全面提升公安工
作水平， 工作亮点异彩纷
呈，为建大美南阳、活力南
阳、 幸福南阳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2016 年， 我市公安机
关坚持把反恐防恐作为公
安机关的“一号工程”，国
家反恐办将我市的做法总
结提炼为“勇于担当、真情
服务、依法管理”的“南阳
经验”。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市公安局被国家反恐

怖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全国
10 个少数民族服务管理
典型单位之一。

为打赢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 我市公安机关开
展黑加油站整治专项行
动， 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
作提前超额完成目标任
务。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总结表
彰会上， 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被省委、 省政府评
为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先进
单位。

2016 年度， 全市打击
刑事犯罪综合效能位居全
省第一，打击“盗抢骗”、非
法集资犯罪、 黄赌食药环
违法犯罪、 追逃成效等均

居全省前列。 高效开展诈
骗电话快速拦截、 涉案资
金快速止付、 信息流资金
流追踪查询和案件串并研
判侦查等工作， 我市公安
机关全年共破获电信诈骗
案件 2200 余起，止付冻结
涉案资金 2500 余万元。

扎实推进“一村一
（四）警”、视频监控等重点
工作，创新完善立体化、信
息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视频监控联网运行 12500
余路，“探头站岗， 鼠标巡
逻”成为现实。

全市道路交通、消防、
治安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连续 3 年无重大安全事
故， 连续 5 年涉爆安全事

故保持“零记录”；监狱派
出所连续 5 年“零安全事
故”；枪支弹药、管制刀具、
烟花爆竹、易制爆化学品等
重点物品管控持续加强。

2016 年， 我市公安机
关稳步推进“放管服”改
革，对户籍、车驾管、出入
境、消防、科技等公安行政
审批业务简政放权， 先后
出台了公安改革 10 项惠
民举措、22 条便民利民措
施、第 2 批惠民举措等，落
实群众办事一次告知，交
管平台共面签注册 80 余
万人， 办理业务 200 余万
笔，节约群众成本 3500 余
万元，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2016 年，我市公安机关全力防控风险，提升工作水平

“南阳经验”叫响全国

男子肇事逃逸，父母帮忙打掩护

抽丝剥茧 民警查明真相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李聪 樊潇玲）1 月 3 日晚上，唐河县上屯镇下屯村一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致使

1 名 6 岁男孩死亡和 1 位老太太受伤，肇事者驾车逃逸。 日前，唐河警方连夜追踪，终将该案告破。

◆深入调查 民警找真相
是民警的侦查思路不

对， 还是群众反映的信息
不实？ 民警再次进一步核
实， 确实有群众称看见过
张某， 可其父母却说张某
一直没回来过。民警判断，
其中必定有隐情。 在之后
对张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

查时， 民警得知张某于事
发当晚驾驶一辆无牌红色
摩托车载着女儿和外孙去
过岳父高某家。 民警立即
赶往张某女儿家， 并找到
了事发当晚张某驾驶的红
色三轮摩托车。至此，案情
真相大白。

1 月 4 日晚， 迫于压
力的张某到上屯派出所投
案自首， 并如实交代了犯
罪事实。据张某供述，肇事
当晚， 他驾驶三轮摩托车
去看望岳父后，19 时左右
驾驶车辆送女儿回家。 车
辆刚驶出岳父家村口，由

于车辆无灯光，看不清楚，
他撞到路边散步的一位大
人和小孩，但没有停车，直
接驾车离开了。

日前， 张某因涉嫌交
通肇事罪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本报讯（记者 李葭 通讯员 杨奇 王阳）
1 月 10 日，南召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10 名干警
在南召县崔庄乡草庙村执行完公务后返回法
院， 途中发现一男子昏倒路边， 他们积极救
人，使受伤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当日 16 时许，南召县人民法院干警在执
行完公务的返回途中， 发现公路旁躺着一名
男子， 电动车倒在一旁。 干警们下车查看发
现，该男子头部受伤，昏迷不醒，周边没有发
生交通事故的痕迹。 干警推测，应该是该驾驶
人行驶中突发疾病，失控摔倒。 随后，干警们
拨打了 120 和 110。 由于现场过往行人较多，
又赶上附近小学放学，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
干警们将警车警灯打开并停靠在现场后方，
并提醒过往行人、 照顾放学儿童快速有序通
过。 待急救车和交警赶到后，干警们将伤者抬
上急救车。

男子昏倒路边

法院干警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