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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罗
佳 ）“我代表全家向芷江
侗族自治县公安交警表
示 衷 心 感 谢 和 诚 挚 敬
意。 ”近日，杨女士一家专
门拿着锦旗和感谢信，来
到芷江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中心 ， 对交警表示感
谢。

10 月 1 日 上 午 10
时，杨女士的父母带着 1
岁 8 个月的外孙在芷江
镇鼓楼广场上玩耍 。 其
间， 孩子突发急症昏厥，
失去意识。孩子外婆赶紧
拨打 120 急救电话。 由于
国庆节当天街上车辆较
多 ，120 救护车被堵在北
街。为了赢得最佳急救时
间，老人选择抱着孩子从
汽车站门口乘坐的士赶
往县人民医院。因为车流
量太大，的士也只能缓慢
前进。眼看着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一家人急得一筹莫展。

突然，老人看到了正在街面执
勤的交警，赶紧下车求救：“孩子现
在昏过去了 ， 如果不及时赶到医
院，怕就危险了。 ”执勤交警二话不
说， 立即把老人和孩子接上警车，
一路鸣笛开路，示意路上的汽车让
出一条生命通道。 最终，孩子在最
佳急救时间内就医，平安渡过了危
难。

本报讯（通讯员 段世铜 杨宇）怀化市
公安局近期举行了全市公安机关“榜样的力
量”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巡回报告会历时 7
天， 报告团成员走遍了 13个县市区公安局，
作了 13 场报告，3500 余名民辅警参加。

报告会前，怀化市副市长、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 局长杨志红慰问了报告团全
体成员，肯定了巡回报告会活动，并就全
市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辅警学习好榜样精
神作出明确要求。

报告会上，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
务副局长李奇勋表示， 学习榜样就要力

树形象， 要始终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
治警，努力锻造一支 “四个铁一般”的高
素质过硬公安铁军； 学习榜样就要担当
作为。 要汲取榜样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各
项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奋勇争先，
坚决守住 “五个不发生”底线 ，为怀化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巡回报告团团长杨善华作了汇报讲

话， 简要回顾了这次巡回报告之行的收
获和感想。 7 位报告人结合自身工作和
生活，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用质朴的
语言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故事。

巡回报告会宣扬榜样的力量

根据怀化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每
到重大节假日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全节
停休、全员上岗，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
忠诚，用日夜坚守和尽责奉献，守护社
会安定和百姓安宁，怀化公安民警坚守
在不同岗位上，守一份初心，护万家灯
火。

值守巡逻在一线。 全市公安机关民
警在主城区、商业区、市场、车站等群众
聚集场所开展巡逻防控。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民警，哪里有警情，哪里就有
民警。 全力防范盗窃等案件发生，及时
处置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情， 全时段、全
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安全检查在一线。 为确保广大群众
度过安全、祥和的节日，各级公安机关
积极开展行业场所清查整治专项行动，
进入宾馆、酒店、网吧、出租房等场所，
全面排查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排
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防患于未然，预
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交通护航在一线 。 交警部门启动
“无休模式”，全员在岗，全警全时段管
控路面，倾力为出行群众保驾护航。 不
管是国道、省道，还是县道、村道，都有
交警巡逻管控的身影，指挥交通、查处
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货车超

限超载、客车超员、非法营运等交通违
法行为，着力打造平安畅通、文明和谐

的交通环境。
段世铜

本报讯（通讯员 蒙源）近日，会同县
公安局民警在云南及老挝警方的协助
下，跨国解救出一名被拐少女。 这是今年
以来怀化市首起跨国警务合作成功案
例。

7 月 17 日上午， 中年妇女赵某来到
会同县公安局防控中心报案，称 17 岁的
女儿小芳因性格叛逆、任性，于今年 3 月
离家出走后一直没有音讯，后来，赵某接
到一陌生男子的微信加好友请求， 对方
自称是小芳的朋友， 向赵某转发了几段
QQ 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里小芳称被人
砸坏手机， 控制了人身自由， 并遭到殴
打，要求母亲报警。 小芳此前发过一个微
信定位， 位置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勐腊县勐腊镇某酒店。 赵某向女儿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女儿总是含
含糊糊，疑似被人控制了。

会同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警力
开展工作。 经查，小芳所发微信定位在老
挝。 7 月 20 日，会同县公安局对小芳被拐
一案立案侦查。 经查， 小芳今年 3 月 13

日从湖南乘机抵达云南， 入住勐腊县勐
腊镇某酒店后便音讯全无。

7 月 28 日， 办案民警前往云南省勐
腊县循线追击。 在省公安厅、怀化市公安
局的协调和当地警方配合下， 民警历经
艰辛确定小芳已离境到了老挝。 经中老
打拐联络官办公室协调， 老挝警方很快
反馈消息：小芳确实入住过该国某酒店，
但早已离开，去向不明。 勐腊县警方多方
协调四处查找， 发现小芳出现在老挝金
三角特区，解救工作陷入僵局。

案情很快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指
令湖南、云南两省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将
被拐少女解救出来。 云南省公安厅国际
警务合作局立即启动边界协作工作机
制，协调老挝警方全力解救。 9 月 16 日，
勐腊县警方发来好消息， 小芳被成功解
救，由老挝警方遣送回国，正在勐腊县尚
勇镇进行 14 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9 月 30 日， 会同警方办案民警来到
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将小芳接回国
内。

守一份初心 护万家灯火

每到节假日，怀化市公安局民警在群众聚集的场所开展巡逻。

会同警方跨国解救被拐少女
洪江古商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每天游人
如织，节假日游客量更是倍增，给辖区
治安防控、消防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洪
江区公安机关以“新时代县域警务”为
契机，积极推动警力下沉、堵塞风险防
控漏洞， 有效提高了对古商城治安隐
患防范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24 小时立体防控 。 从过去的被
动接警变为主动出警， 将警务室建到
景区，与街道、景区、社区、城市快警联
动，组建义务巡逻队 、义务消防队等 ，
开启“白+黑”运作模式。 白天，社区民
警与义务巡逻队对古商城景区定期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矛盾化解， 夜晚对
古商城景区进行交叉巡防， 形成全天
候立体防控模式 。 警方还与住建 、消
防、乡街等开展“清公房、拆违建、治陋
习、除隐患”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百日攻
坚，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今年以
来， 洪江古商城共开展治安巡逻 100
余次、排查安全隐患 100 余处、调解简

易纠纷 120 余起、 线索摸排 50 余次、
景区发案率同比下降 50 %，破案率上
升 33%。

“云上警务”服务景区。 洪江区公
安机关坚持警务紧贴产业，打造“云上
警务”。 古商城内有酒店、酒吧、饭店等
重点单位 25 家，民警与景区内重点单
位负责人搭建服务微信群， 加强与沟
通 、互动 ，定期开展安全常识 、安防业
务培训，及时发布、推送动态信息和预
警指令、注意事项等。 同时，与古商城
工作人员建立微信群， 实时掌握游客
在景区内的位置和状态， 遇紧急情况
可提供零距离服务。

“密织天网”科技支撑。 加强技防
建设，全力堵塞安全防范漏洞。 督促每
家酒店 、商铺在前台 、出入口 、主要通
道等部位安装视频监控探头， 建立内
部视频监控系统；在景区周边街面、路
段等部位建设 30 余个治安监控探头，
实现监控无盲点。

向凯

洪江警方：打造洪江古商城平安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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