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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里的温暖守护
——郑州公安机关“百日行动”掠影

商圈——以点带面、动态巡防，
为“烟火气”织密“平安网”

正弘城是坐落在郑州金水区内的著名商
场。在商场出入口，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巡
特警大队的一个 24小时巡逻警务点就设在这
里。闪烁的警灯和全副武装巡逻的巡特警队
员，在人群中颇为醒目。

“我们巡逻点的主要任务是快速反应、巡逻
防控，出现突发警情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最快发现、最快处置。”正在带队执勤的金水分
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吴学东告诉记者，“百日
行动”以来，除了日常巡逻，他们还配合辖区派
出所开展打防管控、隐患排查等工作。9月 14
日 15时 55分，金水分局巡特警 2号巡组接报，
有人在商场周边寻衅滋事，巡组于两分钟后到
达现场，成功将嫌疑人制服。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郑州警方紧盯繁华商
圈等重点部位，强化属地守点、动态巡线、整体防
控，切实增强了防控震慑效果，做到警力动起来、
警车巡起来、警灯亮起来，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
比下降13.3%。同时，全市设置巡防点1763个，
2000余名社区民警、网格辅警深入社区活动中
心、公园、地摊、夜市等群众活动场所，开展反电
诈、反盗窃、防火灾等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车站——昼夜守护、全面覆盖，
为入郑大门撑起“铁屏障”

过了中秋节，郑州各大车站人流量有所下
降，但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学生客流明显增
多。作为全国重要高铁枢纽站的郑州东站依然
每天出入大量乘客。

正在郑州东站西广场巡逻执勤的郑州市公

安局郑东分局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刘翠萍说：“郑
州东站客流量大，人员密集复杂，是治安防控和
疫情防控的重要区域。”为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
平安回家、安全出行，“百日行动”以来，尤其是
节日前后，民警、辅警都会全员在岗、全力以赴、
全心守护。

来自河南南阳的大一新生安楠一出郑州东
站就收到巡逻民警发放的“警民联系卡”，第一
次到郑州的小伙子一脸兴奋，他告诉记者：“到
一个地方第一眼就能看到警察，满满的安全感，
心里很踏实，我还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告诉妈
妈有‘警察叔叔’在身边，在郑州很安心。”

“东站派出所辖区主要是东站周边区域，我
们的主要任务就是24小时做好巡逻防控、为民
服务等。”东站派出所所长杨洋介绍说。“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他们对东站周边的“黄牛”倒票、

“黑车”揽客等不法行为进行清理整治，严厉打
击掂包扒窃等违法行为。同时，还积极动员周
边相关单位的群防群治力量，协助民警开展治

安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

除了车站等重点区域，郑州警方还围绕 32

条城区主干道，常态化开展机关夜巡，累计出动

警车2432台次、警力8448人次，全面盘查夜间

可疑人员、车辆，进一步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

“百日行动”以来，全市“两抢”、盗窃警情分别同
比下降64.3%、19.7%。

卡口——沉警街面、设卡盘查，
为社会面安全筑牢“压舱石”

9月 12日 22时许，荥阳市公安局特警大队

民警在连霍高速高村站卡点开展盘查工作时，

发现一外地牌照的小型车辆形迹可疑。“该车辆

本来正常行驶，一看到我们突然停下，然后又慢
慢启动。”荥阳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大队长刘赟
说，他们将该车辆拦下，经盘查讯问，该车司机
竟是湖南警方 9月 11日上网的诈骗逃犯尹某，
遂当场将其抓获。

“百日行动”以来，荥阳市公安局加强辖区
设卡盘查和巡逻防控，按照“有警接警、无警巡
逻”的原则最大限度沉警街面，每天由特警大队
和派出所警力在全市重要路口、重点道路、重点
部位开展设卡盘查和街面巡逻。同时，在绕城
高速豫龙站、连霍高速高村站等高速出入口设
置 6个疫情防控治安卡点，每个卡点由 4名民
警 24 小时值守，对车辆及人员进行不间断盘
查。9月 5日凌晨，民警在京城路南段设卡时，
一女子向民警紧急求助，其因怀孕有早产迹象
急需入院，民警仅用时5分钟，迅速将该女子送
到医院，最终母子平安。

行动中，新密市公安局除了街面卡点，还通
过视频监控设置线上卡点，对重要路段和区域
进行视频巡防巡查。9月 14日，新密市公安局
情指联勤中心民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名被上
网追逃的登封籍逃犯，遂与街面警力联合将嫌
疑人孙某抓获。

“有了视频监控这只‘天眼’助力，我们在设
卡盘查时效率会更高，完全可以做到让违法之
人过不去、让违法之物运不走！”新密市公安局
情指联勤视频中心主任石良说。

在“百日行动”中，郑州警方紧盯重点部位、
重要卡口通道，把盘查检查作为巡防必备勤务，
优化调整“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加强警
情和交通流量集中时段的驻点值守、联勤联
动。全市共设置各类卡点2500余个，投入警力
36万余人次，群防群治力量 60余万人次，抓获
现行犯罪嫌疑人 1600余人，抓获各类逃犯 859
名。此外，在全市设置 2957个护学岗，属地分
局、学校保安、巡防队员、各类志愿者共计 1.7
万人参与护学，全力守护校园安全。

网格——群防群治、延伸触角，
为社区网格构建“防护墙”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郑州市管城公安分局
依托街面巡逻防控体系建设，针对管城区网格特
点，特别是热门商圈、网红打卡点、公园、医院等人

流聚集场所，动态调整街面警力部署，借力“商都
义警”以及“平安联盟”等群防群治力量，打造多元
共治管理格局，推动“百日行动”提档加速见实效。

“从治安积极分子到义警，如今我又多了一个
服务群众的名头。”今年40岁的李先生是管城分局
辖区一名体育器材店经营者，入夏以来，他积极响
应“招募令”加入管城分局的“商都义警”队伍。

“百日行动”中，管城分局依托“志愿郑州”服
务平台，以群防群治、联防联控为切入点，组建“商
都义警”队伍，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在区、街
道、社区三级分别设立“商都义警”大队、分队。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我们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组织群众，构建起基层社会治理的‘人
民防线’，把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做到最前端，筑
牢了安全防范屏障，提升了警务工作效能，确保
辖区持续稳定与平安。”管城分局局长王明选介
绍，目前已组建管城分局“商都义警”大队一支，
派出所“商都义警”分队 12个，共计 120余人，
全面细化融入到社区网格这一最小最基础的工
作单元中。

作为老城区，管城分局辖区内夜宵烧烤店
面众多。在夏季高温天气到来后，分局要求各
派出所不但重新规划辖区必到点、巡逻线的部
署，更加强了场所走访的力量。9 月 14 日 20
时，北下街派出所“商都义警”分队在巡逻中发
现某经营户非法储存酒精，随即协助民警进行
相应处置，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红袖标”、保安队、志愿者……按照“公安主
导、单位主力、社会参与”的原则，郑州警方在“百
日行动”中全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参与社会面治
安巡控，延伸巡防触角，扩大巡防覆盖面，提高整
体防控水平。金水分局和二七分局探索建立“十
户联防”机制，将沿街店铺十余户商户进行捆绑
联勤，确保一处报警、多方响应、联动支援。

针对夏季治安特点，郑州警方科学整合网
格员、保安员、志愿者等力量，广泛开展“平安守
护”行动，推动联动共治。统筹公安、内保力量
以及义务巡防力量，日均投入警力 4600 余人
次、群防群治力量 7500余人次，协助处置各类
警情，共计接受群众求助5000余次。

…………
金秋时节，收获之季。为了守护这片大地，

一拨又一拨藏蓝身影肩扛风霜，从烟火深处走
来，朝暮色深处而去，把平安故事刻在年轮里，
写在岁月中…… 王洪岩 张芳冰 文/图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
如男……”中秋过后，凉风习习，夜色下的郑

州市月季公园内飘扬着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豫剧
唱腔，吸引着休闲的市民驻足。
“晚上出来活动，大家一定注意安全，遇到状况

要及时报警……”在公园里，一支由派出所民警带领的
巡逻队伍出现在大家视野中，身后巡逻车的警灯在夜幕下

格外醒目。
月季公园地处中原区桐柏路派出所辖区，所长刘志格介绍说：

“月季公园周边属于老居民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来公园锻炼休闲的
群众非常多，我们采用电动车巡逻结合步巡等巡控方式不间断开展
巡防。尤其在夜间重点时段，在日常巡控警力的基础上，再增派一个
电动车巡逻组，最大化提高见警率、管事率。”

“天气凉了，晚上出来活动一会儿，只要看到警察在身边，心里
就会觉得温暖安全。”在公园内遛弯儿的退休职工赵勤俭说。

近日，记者走进郑州市相关区域，实地探访郑州市公安机关在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广大一线民警坚守岗位守护平安
的点滴日常，感受在金秋时节那些藏蓝身影带给人们的温暖守护。

8000万元电商+直播消费券今起投放
分别在京东、苏宁、天猫、快手平台领取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从市商务
局了解到，23 日起，6000 万元电商消
费券将在京东、苏宁、天猫同步投放，
2000万元直播消费券将在快手发放。

京东平台投放4000万元
电商消费券

京东消费券是市民的专属福利，
4000万元电商消费券，23日起每天上
午 10时在京东平台准时投放。在郑州
市域内（含开发区、区县市）的消费者均
可在京东APP领取。

京东消费券设有“满 100 减 30、满
300 减 60、满 500 减 100、满 2000 减
300、满 4000减 500”5种档位，可满足
不同需求。京东自营全品类实物商品
（虚拟商品和部分特定商品除外）均可
核销使用。可叠加其他优惠活动使
用，收货地址须是郑州。

消费券当日有效，如未使用次日自
动失效，可重新在领券活动页领取。

苏宁平台投放500万元
电商消费券

苏宁消费券也是市民专属，500万
元电商消费券，9 月 23 日起每日上午
10时在苏宁易购平台准时投放。郑州
市辖区内消费者登录苏宁易购 APP、
苏宁易购小程序或苏宁易购 PC 网站
搜索“郑州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
券。同面额消费券用户已领券且已使
用的，不可重复领取该面额消费券。
仅限郑州辖区内消费者领用，一个订
单限使用一张。

苏宁消费券设有“满 1000 减 150、
满 2000 减 300、满 4000 减 500”3 个
档位，手机、电脑、数码、空调、冰箱、
洗衣机、彩电、厨卫、中央集成等家电
3C 类目主力品牌参与郑州消费券专
场活动，用券核销立减。

消费券领取后可在“我的易购”“红
包卡券”页面查看。在支付环节选择要
使用的消费券进行支付，即可完成抵

扣。消费券有效期24小时，需在有效时
间内使用，如未使用失效，可重新领取。

天猫平台投放1500万元
电商消费券

1500 万元电商消费券，9 月 23 日
起每天上午 10 时在天猫平台准时发
放。可以通过手机淘宝APP搜索“郑州
消费券”，进入活动专题页面领取；或者
在参与活动的郑州天猫商家店铺商品
页直接领取。

本次消费券共设置“满 100减 30、
满 300 减 60、满 1000 减 150、满 4000
减 500”4个档位。消费券有效期 24小
时，需在有效时间内使用，每人每天仅
限使用其中一张。

消费者领券后，将参与活动的天
猫店铺商品加入购物车，在支付环节
直接使用。郑州消费券支持参与活动
店铺跨店使用，以及叠加店铺其他满
减券使用。

快手平台发放2000万元
直播消费券

2000万元直播消费券 9月 23日起
每天下午 5时在快手平台发放。全国
消费者均可在快手APP内搜索“郑州消
费券”，在主会场的领券专区领取；或者
在参与活动的百余位主播直播间内领
取。同一用户每天每个面额限领 1张，
一个订单限用1张。

本次消费券共设“满50减5、满1000
减 150、满 2000减 300、满 4000减 500”
4个档位。可叠加店铺优惠券使用。

用户既可以搜索“郑州消费券”，在
快手电商“郑享金秋 畅购在手”活动专
题页面使用消费券，一站式采购家用电
器、食品百货、美妆洗护、女装服饰等数
千种“郑州好物”，也可以在参与活动的
百名带货主播的直播间使用消费券购
买郑州商品。消费券有效期 24小时，
需在有效时间内使用，失效后次日可重
新领取。

1亿元汽车消费券明起发放
资格校验与消费券领取通道同步开启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从市商务
局获悉，我市金秋汽车消费券将于 9月
24日上午 11时正式发放，资格校验与
消费券领取通道将同步开启。消费券
数量有限，先领先得，领完为止。

本期发放汽车消费券总金额总计
1亿元，共计 1.8万份。燃油车消费券，
发 放 消 费 券 8000 份 ，共 计 4000 万
元 。 其 中 3000 元 电 子 消 费 券 发 放
3000 份 ，5000 元 电 子 消 费 券 发 放
2000 份 ，7000 元 电 子 消 费 券 发 放
3000 份。新能源车消费券，发放消费
券 1万份，共计 6000万元。其中 4000
元电子消费券发放 4000份，6000元电
子消费券发放 2000份，8000元电子消
费券发放 4000份。

在全市各区县（市）指定的汽车销
售企业购买 5万元以上小型非营运车
辆（包括新能源车、皮卡车，不包括二手
车交易）的个人消费者（户籍不限）和企
业，购买车辆需在郑州市办理新车注册
上牌手续。

具 体 补 贴 标 准 为 ：购 置 燃 油 车

的，按照购车发票金额，消费券分为
三档：购车裸车开票价在 5 万元（含）
以上、15 万元（不含）以下的燃油车，
可享受 3000 元电子消费券；购车裸
车开票价 15 万元（含）以上、25 万元
（不含）以下的燃油车，可享受 5000
元电子消费券；购车裸车开票价 25
万 元（含）以 上 的 燃 油 车 ，可 享 受
7000 元电子消费券。购置新能源车
的，按照购车发票金额，消费券分为
三档，档位设置与燃油车相同，每档
比燃油车增加 1000 元消费券。购车
价格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价税
合计”金额为准。

申领条件为：消费者（个人和企业）
须到郑州市各区县（市）指定的汽车销
售企业进行新车选购。购车发票须为
郑州市发票，开具时间须为2022年 9月
1日零时至 9月 30日 23时 59分；购车
后须在郑州市当地车辆管理所完成机
动车新车注册登记，车辆首次上牌、办
理行车证时间须为 2022 年 9月 1日零
时至 9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个人购车

用户的发票、行驶证、“郑好办”APP和
云闪付 APP账号的姓名、身份证信息、
手机号必须完全一致；企业购车用户须
登录企业法人“郑好办”账号，并完成企
业法人认证，方可进行资格校验。

申领步骤：9月 24日 11时进入“郑
好办”APP首页“郑州市金秋促消费活
动”专区，点击“1亿汽车消费券”，即可
进入活动。

在此提醒，每位消费者（个人和企
业）申请校验的燃油车新车数量不能超
过 5辆，新能源车新车校验不设数量限
制。车牌信息填写完成且核对无误后，
点击“资格校验”，点击后即可查看校验
状态。如因信息填写错误导致资格校
验失败，可重新填写并提交校验。重新
提交校验时间不得晚于 9月 30日 23时
59分。为保证校验数据准确，消费者在
完成新车登记并取得行驶证后的第二
天，才可进行资格校验。

消费券使用规则：消费券限在市域
内所有支持“云闪付（银联二维码）”支
付的线下实体商家消费使用，参与活动

商家须具备“云闪付（银联二维码）”支
付功能。电子消费券券包由 200 元、
500元、1000 元和 2000 元面额的单张
消费券组成。

在此提醒，3000元、5000元、7000
元燃油车电子消费券券包中各包含 3
张 200 元燃油车加油专用券，消费者
可在中石油、中石化、大桥石化所属郑
州市域内加油站网点加油使用，其他
额度消费券不限制消费场景。单张消
费券使用时，消费金额须大于消费券
面值，例如：200 元券需 200.01 元方可
使用。每次结算只可使用一张，消费
券在单笔交易中不可叠加使用。消费
券使用期限截止到 2022年 10月 31日
24 时，到期未使用的消费券系统予以
收回。

市商务局明确，此次消费券券包共
计 1.8 万份，数量有限，先领先得，领完
为止。严禁以各种形式进行消费券套
现等违法行为；对有以上行为的单位和
个人，取消活动参与资格，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他用16年守护学生平安出入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王戈 牛思远

早晨，城市从熟睡中醒来。上街区聂寨路，汽车、电动车、行人、背着书包的
孩子交织在一起，向着不同的目的地进发。孩子们走到新建小学附近，早已习惯
了交警的哨声——哨声响起，车辆驻停，孩子们顺利通过马路。

自 2006年以来，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护学岗”上的吹哨交警却始终
没变。这位交警就是上街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民警韩伟锋。16年来，他用坚守
演绎着平凡大爱，温暖着上街居民。

2002年，韩伟锋进入上街区公安局工作，2006年成为一名交警。“刚当交
警，我就被跑着过马路的学生吓了一跳，这太危险了。”韩伟锋说，这让他萌生了
设置交警“护学岗”的想法，他的提议得到了交巡警大队和学校的支持。于是，从
2006年夏天起，上街区新建小学门口多了一位“戴着白帽子的警察叔叔”。

“韩警官每天都在这执勤，是很多孩子心中的偶像，是师生的守护者。”新建
小学一名女教师谈起韩伟锋，不仅敬佩，还满是感激。几年前的一个下午，身怀
六甲的这名女教师正过马路时，一辆失控的三轮车突然朝人行道冲了过来。在
她几近绝望之际，一名交警飞速跑了过来控制住了三轮车，事故得以幸免，这名
交警就是韩伟锋。

为了强化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韩伟锋多次走进校园给孩子们授课。16年
来，韩伟锋成了学生心目中的“守护神”。

驻守街面，也有意想不到的惊险。2021年 7月，特大暴雨让上街区中心路
成为一片汪洋，道路上水流湍急，不少车辆接连被困。韩伟锋带领民警和辅警在
道路上展开了紧急救援，先后将50多人从险境中救出。

刚成为交警时，在整治汽车站周边拉客的三轮车时，韩伟锋与三轮车司机聊
天交朋友，帮他们排忧解难。不少三轮车司机和他熟悉后，不仅积极配合整改，
还成了交通法规的义务宣传员。

随着经验、能力的增长，韩伟锋逐步得到组织认可，被任命为上街区公安局
交巡警大队某中队中队长。他有个工作习惯，就是每天下班后通过屏幕观看执
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查找规律，反思不足，总结经验。韩伟锋说，复盘一天的执
法执勤现场，能让新交警迅速找到工作状态，也有利于规范执法流程。

韩伟锋16年坚持一件事，映照初心，赓续使命，对身边的同事们来说亦是无
声的动员。如今，上街区公安局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民警辅警。他们共同尽
忠职守，守护上街平安。

昨日，来自快速公交运营一线的青年志愿者分别来到陇海路沿线和市内多
个公交站台，开展为期一周的绿色出行倡导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