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天
喜）“警察同志， 太感谢你们
了， 谢谢你们把我的社保卡
和钱都追回来了。 ”2 月 1 日
下午， 在祁东县公安局归阳
派出所， 张女士和其丈夫将
一面印有“为民服务、情系百
姓”的锦旗送给民警，表达他
们的感激之情。

1 月 16 日 , 归阳派出所
接群众张女士报警称， 其社
保卡不慎遗失， 其卡内的养老
金不见了，银行流水显示，1 月
6 日 8 时 5 分在 ATM 机上

被人取走 1400 元。 办案民警
通过多次走访县、 镇两级银
行查看相关监控， 后在刑事
技术部门协助下， 确定违法
行为人主体身份为陈某某。

经查， 陈某某对自己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陈某某
2022 年 12 月 15 日上午在归
阳镇第三人民医院捡到张女
士的社保卡 ， 因心生贪念 ，
2023 年 1 月 6 日让其女儿陈
某艳去 ATM 机上尝试输入
密码， 发现密码正确并取走
卡内 1400 元的违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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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杨哲）
2 月 5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也是春节期间全国酒驾醉驾第 4
次统一行动日。

当天，长沙公安交警组织警力

151人次，城区以餐饮娱乐聚集区
域、 城郊结合部为重点区域，4区
县（市）以国省道、县乡村道为重点
区域，紧扣中午、夜间及凌晨等重
点时段，采取流动整治和守点查处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多轮次整治

行动，当天共查处酒驾醉驾交通违
法 170 起 ， 其中酒驾 120起，醉
驾 50 起， 及时遏制了节后涉酒
驾驶有所抬头的势头， 有效净
化了全市的道路交通环境。

春节期间群众聚餐聚会增多，

酒驾醉驾风险明显上升 。 为预
防和减少涉酒交通事故,根据公
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 长沙公
安交警从 1 月 17 日至 2 月 5 日
组织开展为期 3 周的打击酒驾
醉驾集中整治行动， 在节日期

间保持对酒驾醉驾的高压态势。
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市共查处

酒驾醉驾违法 718 起 ，其中酒驾
496起，醉驾 222 起，有效净化了
全市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广大群众
欢度佳节营造了良好氛围。

反诈知识
送村入户

近日，湘潭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双马派出所民警辅警一行， 前往辖
区村民家中，进行反诈禁赌宣传。民
辅警用生动、形象、趣味化的案例
提醒村民防范不法分子花式繁
多的诈骗套路 ，营造了 “人人识
骗，全面反诈”的浓厚宣传氛围，
实现了宣教效果最大化，提升了
人民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
别能力以及知法守法、远离赌博
的风险意识、法律意识。

通讯员 舒卓顺

本报讯（通讯员 谢业）为了
深入开展禁毒宣传进万家，切实
提高全民防毒禁毒意识。 2 月 5
日，南县公安局社禁办联合县直
机关等单位开展 2023 年“千人元
宵宴·罗文共团圆”禁毒灯谜竞猜
活动。

活动现场， 上千条灯谜涵盖
了字谜、成语、地名、毒品名、禁毒
知识、防毒措施、禁毒法规 ，寓教
于乐，不仅吸引了广大市民，还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和青少年学生。
大家兴致勃勃，各显其才，人群中

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 大家共同
体验灯谜带来的乐趣 ，分享远离
毒品的灿烂阳光。 上千名群众穿
梭灯谜之中，流连忘返，构成了一
道独特的风景， 营造浓厚的防毒
禁毒氛围。

此次活动以 “闹元宵、 猜灯
谜 ”为依托 ，将禁毒元素融入趣
味猜灯谜活动之中 ，一条条涵盖
了毒品危害、特点、禁毒历史文化
等内容的灯谜让现场群众驻足竞
猜， 如：“连日带头干， 造林已达
标。（打一毒品词：查禁）”“这东西

极坏，一沾悔终生。 （打一不良行
为：吸毒）”“根除污水危害。（打一
成语 ： 肃清流毒 ）” “双方都不
用骑兵（打一毒品名：吗啡）”，让
群众在开开心心猜灯谜的同时 ，
上了一节别样有趣的禁毒课。 此
次猜灯谜活动， 既传承了中华民
族元宵节文化习俗， 又丰富了居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居民
群众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学
习了禁毒知识， 增长了对毒品危
害的认识， 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

长沙交警元宵节查获酒驾醉驾 170 起

本报讯（通讯员 向春颖
梁宋国）2 月 5 日 ，洪江市公
安局托口派出所立足本职工
作、主动作为，加大节假期间
追逃攻坚力度， 成功敦促一
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投案自
首。

春节期间， 托口派出所
接到上级机关指令， 有一名
外省网上在逃人员春节期间
在托口镇内活动。 为了保障
春节期间辖区安全稳定 ，托
口派出所闻警即动， 立即对
在逃嫌疑人唐某 （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被河南洛
阳警方上网追逃）进行侦查。
经深入核查， 民警发现唐某
刚刚外出务工， 立即赶至唐
某家中， 向唐某家属说明具
体情况， 其家属主动配合警
方联系唐某， 敦促其马上投
案自首。 了解事情严重性后，
唐某 1 月 30 日主动赶至托
口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讯问， 唐某对自己提
供银行卡给跑分团伙洗钱的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唐
某已移送至河南警方处理。

洪江市公安局
成功敦促一网上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祁东公安：捡到他人社保卡别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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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公安开展禁毒灯谜竞猜活动

开学啦!� 望城交警
送来开学第一课

2 月 6 日 ，长沙市望城区长
郡月亮岛学校迎来开学第一天。
望城交警大队民警走进校园，给
在校师生送上生动活泼的交通
安全课。活动现场设置执法装备
展示和酒精模拟测试，让小朋友
们近距离体验交警执法过程 ，
并嘱咐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出
行习惯。

通讯员 郑伟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红军
彭昌剑 ）近期 ，保靖县公安局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迎来
办证高峰期，各项业务受理次
数同去年相比有明显增长。为
应对高峰期带来的强压，各业
务窗口 纷 纷 开 启 高 运 转 模
式 ， 民辅警恪守各自岗位 ，
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及群众满
意度，进一步促进营商环境的
优化。

据了解，目前正值春运返
程高峰阶段，主要涉及学生开
学、工人复工及人口出境旅游
从商等准备前的各项业务受
理。 同去年对比，平均每日接

待人数近 500 人，业务受理同
比增长了 150%以上。 身份证
业务办理项，日均便达到 200
至 300 张， 为去年的两倍，各
辖区派出所户籍业务受理均
有所上升。

为此，人境大队对工作模
式做出了相应调整，合理分流
人群， 及时启用多个窗口，对
群众要求迫切、情况紧急的业
务特事特办。针对办证量增长
的实际情况，户籍窗口推出了
提前上岗、推迟下班时间等举
措：同时，跟邮政快递、政务中
心复印窗口协同合作，促使办
事效率进一步提升。

保靖公安多措并举应对办证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