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小型汽车车尾沉重

装了 8 件假酒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东）

近日，桐柏县公安月河省际检查站执勤民警对
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查缉时，查获一驾驶人涉嫌
贩卖假酒。 目前，该驾驶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当日 8 时许，执勤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鄂 S
号牌的小型汽车车尾沉重， 民警对该车拦停
后，驾驶人王某神情紧张，说后备箱坏了打不
开。 但车后面挡玻璃上粘贴的“京牌回收”字
样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在民警再三要求下， 王某打开后备箱，发
现里面装载了 8 件某名牌酒。 对于酒的来源，
王某解释是替乘客托运的，到桐柏县城后等待
接货方联系。 民警经信息对比核实，确定该 8
件名酒系伪造产品，遂通知辖区派出所依法将
王某和物品车辆进行移交。 ②7

违规销售散装汽油

民警依法查处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崔岚峰）

近日， 市公安局新区分局治安大队根据走访
中辖区群众提供的线索， 成功查获一起违规
销售散装汽油案。

9 月 7 日上午，新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接
到辖区群众举报线索称， 迎宾大道距南阳站
高速口附近一简易房内有人销售散装汽油。
得到线索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查实为一
处黑加油站点，随即将违法人员吴某、马某控
制并带回分局作进一步处理。

经查， 违法人员吴某、 马某系夫妇，在
2018 年曾因违规销售散装汽油被新区分局打
击处理过。 但他们不思悔改，在今年 5 月起至
今，通过埋藏地下的汽油罐连接加油机，向外
销售散装汽油。 ②7

骑摩托车摔伤被民警救助

原是肇事逃逸者
本报讯 （记者 郭浩梅 通讯员 武书强

熊建）近日，南召县一男子驾驶摩托车摔伤，
被路面执勤交警及时救助，了解情况时细心民
警发现疑点，从而查获一起肇事逃逸案。

9 月 6 日 16 时许， 正在 231 省道南召县
分水岭路段执勤的南召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云
阳中队民警看到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摩托车
倒地，两名民警上前把倒地男子扶起，发现其
头部受伤，右腿划破，血流不止。 民警随后将
该男子扶上警车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 30 多分钟的救治，该男子转危为安。
民警在了解其伤情并查看他的摩托车时，发现
该男子对摔伤原因回答得支支吾吾，摩托车前
把上还有刮擦痕迹， 并附着有细小的白色漆
片。 遂围绕疑点细问深究， 最终该男子交代，
约 1 个小时前他撞倒一行驶中的电动车，致使
骑车人倒地，随后自己逃跑。 ②7

执法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
———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特勤大队民警陈磊

8 月 5 日， 特勤大队
接支队指挥中心指令，公
安部交管局通报了一辆套
牌车， 该车涉嫌套取北京
一 家 公 司 车 牌 号 为 京
FBT797 的奔驰车。 4 年
来， 该车牌号先后在上
海、 吉林等全国各地留有
几十条交通违法记录，近
日在南阳出现行车轨迹，
上级部门要求南阳交管部
门全力查处。 该任务交给
民警陈磊侦办。

接到任务后， 陈磊认
真研究车辆通行轨迹，发
现该车近期在南阳仅有一
次行车轨迹是在社旗县出
现。 有限的信息无疑给查
处工作增加了难度， 陈磊

利用支队建成的缉查布控
系统和大数据信息库，经
过对现有的少量数据进行
深度研判， 分析预测该车
车主主很可能在建设路与
独山大道交叉口以西居
住，经常去社旗县。

有了明确查处方向
后， 陈磊在做好自己日常
工作的同时， 每天抽出一
定的时间在该区域寻找，
一连查了 4 天， 该车像从
人间蒸发一样， 再也没在
南阳出现过。 为了能第一
时间捕获该车经过的卡
口信息，陈磊把该车的预
警信息提示和自己的手
机捆绑在一起， 一旦出
现，手机会有提示。

8 月 10 日 19 时 54
分， 陈磊手机收到了一条
预警信息， 该车出现在孔
明路与光武路交叉口，车
辆自南向北行驶。 当时，
正在吃饭的陈磊激动得
把碗一扔，喊上同事带上
装备，火速赶往车辆行驶
方向。 可是一直到达孔明
路与光武路口，再也没有
该车的任何信息。

陈磊分析，该车可能
在这一附近某地停滞，前
后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
车辆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于是，他和同事在附近搜
寻，很快在光武路如意湖
门口的停车场附近找到
了该车，但驾驶人不在车

上。 为了不打草惊蛇，陈
磊在附近的道路上假装
执勤，但是眼光一直停留
在嫌疑车上， 大约 10 分
钟后，一位穿黑衣的男子
来到了车旁，陈磊和同事
急忙赶上去，连人带车迅
速控制住。

经询问，驾驶人赵某
称，车辆是郑州一个朋友
抵押给自己的。 目前，赵
某因涉嫌使用套牌车辆
被依法行政拘留 5 日，
对于车辆的牌照和车辆
的来源正在进一步深挖
中。 记者了解到，随着该
套牌车的查处 ， 这已是
今年来陈磊查处的第 5
辆套牌车。

□本报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东

开栏语

时代催人奋进，使命激荡人心。 如今，在祖国各地，在“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中，广大公安民警为平安建设忠诚履职，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奋斗不息。
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以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为首要任务，大力开展源头隐患清零、路面秩序浄化、农村安全守护等行动。从今日起，本报与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联合推出“忠诚保大庆 交警在身边”栏目，宣传大庆交通安保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正能量引领全警队，激励民警士气和斗志，
激发广大民警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全力维护交通安全和人民出行平安，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陈磊（右一）在电脑前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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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特别是陈磊等民警，他
们加班加点， 解决了多年来套
牌车对我公司的困扰”。 近日，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收到了一封
来自北京的感谢信， 感谢该支
队特勤大队民警陈磊通过精细
研判， 利用 5 天时间查处困扰
公司 4 年的套牌车， 为公司消
除了安全隐患。

分析研判 5 天查处套牌车

陈磊参加公安工作已
有 17 年，先后在卧龙分局
蒲山派出所、 卧龙分局刑
警大队工作，2009 年被分
配到石桥派出所担任副所
长，在 2010 年后在新成立
的蒲山派出所工作，2016
年调往交管支队从事交通
管理工作。

工作期间陈磊任劳

任怨，多次破获大案，曾
经通过一条报案线索深
挖猛追， 在一个月内抓
获 4 个犯罪团伙， 抓获
案犯 17 人， 有效地保护
了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陈磊给自己制定了一
个工作理念， 时刻提醒自
己：执法要有力度，为民要

有温度，处突要有速度，管
控需要适度， 视野要有广
度，思维要有深度。

在刚刚从事交管工作
的时候， 陈磊努力学习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钻
研业务， 探索方法，
累积经验，结合自身
娴熟的公安业务功
底，很快掌握了相关

的法律知识和执勤执法技
巧， 个人工作成绩迅速提
升， 工作量及工作成效显
著， 绩效考评在全队多次
名列前茅， 得到了领导和
同志们的认可。 ②7

任劳任怨 绩效考评多次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