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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第二批
“赤峰好警察（警队）”先进事迹系列报道六

让警徽在窗口闪光
——
—记赤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阎立波

◆通讯员 潘湘彬摄影

◇全媒体记者 肖璐
“我对便民服务的理解就是， 要学

会‘换位思考’， 自己多做一点方便他
人， 哪怕不在自己的业务受理范围之
内。” 在赤峰市交警支队车管所窗口工

作的阎立波说，其实自己多说一句话就
能让别人少走一条弯路。
1983 年出生的阎立波， 现任赤峰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民警，自
2015 年参加工作以来至今已经 12 个
年头。 在车管所工作近 5 年的阎立波，
对于自己如何如何更好的为群众提供
服 务 总 结 出“六 颗 心 ” 工 作 法 ， 即“真
心”、“热心”、“诚心”、“爱心”、“耐心”、
“敬畏之心”。“在工作中，只要我们拥有
一个真心、真真正正为群众办事，不虚
情假意、不弄虚作假、经受的住诱惑，对
待群众多一份关心多一分理解，踏踏实
实为群众服务， 我相信工作一定能做
好。” 阎立波对内蒙古晨报全媒体记者
说,“目前，车管所一共 8 个业务受理窗
口，我们每天平均要办理 80 至 100 例
业务，最高峰时能办理近 200 例业务，

警法在线（三十二）

案例

森警救助车祸受伤群众获赞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徐赢男

本报讯 近日， 翁牛特旗森林公安
局民警执勤途中遇到一辆农柴车侧
翻，一名男子在事故中受伤，经过执勤
民警与在场群众的合力救援， 伤者最
终得到及时医治。
据了解，近日，翁牛特旗森林公安
局治安大队民警行进在巡逻执勤的路

一线

上， 当民警们行至乌丹镇外环公路南
山工业园区华远酒业附近时， 发现前
方一辆行驶在公路上的农柴货车突然
发生侧翻， 驾驶室内有一人被甩出车
外。见此情景，队长牛玉国立刻带领执
勤民警们前往查看， 发现被甩出车外
的是一名男子，躺在地面上，表情痛苦。
民警们查看现场情况后迅速拨打了
110 事故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话，

并与在场群众立即合力展开紧急救援。
120 救护车来到事故现场，经医生初步
检查后，民警们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
上救护车， 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救
援时天正下雨，救援结束后时，民警们
的衣衫皆已被冰冷的雨水淋透。民警们
快速有效的施救行为，为及时救助伤者
赢得了宝贵时间，受到了在场群众的一
致好评。

面包车拉货 司机受处罚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肖志广 蒋广娜
本报讯 近日， 松山区交警大队民
警会同特警在国道 111 线老府进京检
查站执勤时， 对一辆去往河北围场的
蒙 D1W#35 小型普通客车例行检查，

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很大，这就要求
我们办理业务的效率更高更好。为了提
升办事效率，我就想出制定一份‘车管
所业务受理岗民警办理业务细则’，这
样不但能大大的减少业务民警找寻相
关资料的时间，也能让办理业务的群众
一目了然，能快知道需要带什么资料以
及注意事项等。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我们
领导的支持，目前每个窗口都有这本细
则。”
在这从警的 12 年来， 阎立波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良好的形
象，在公安车管事业奉献着那颗赤诚之
心，用真诚和汗水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满
意和赞扬， 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
嘉奖 3 次，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这
些成绩与荣誉，就是他挚爱于公安车管
事业的最好诠释。

民警发现这辆七座小型面包车竟然装
了满满的一车货物， 除了成箱的白酒
和冷冻的半成品牛肉干外， 车里还挤
着一名乘客。 民警立即责令驾驶人找
来货运车辆将车上的货物安全转运，
并对驾驶人和乘车人现场批评教育。
原来驾驶人杨某是要驱车去河北

围场坝上草原给开饭店的亲戚送货，本
想着用自己的小面包车能省点费用，所
以就趁着交警还没上班早早从赤峰出
发， 没想到刚在检查站就被查获了。民
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
有关规定，对驾驶人杨某做出处罚。

红山区警方
查处一起殴打他人案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马宇新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
体记者从红山区公安分局了解到，近
日， 红山区公安分局东城派出所接
110 指令：在某中学有人打架。接到
指令后， 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将
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询问查明，当日 22 时许，在红
山区某中学，宋某与同学李某某因琐
事发生争执，后李某某将宋某殴打致
伤。为促进同学之间的团结与和睦相
处， 东城派出所对双方进行调解，但
最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李某某因殴
打他人，被红山区公安分局依法给予
行政拘留 5 日，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的
处罚。

赤峰消防 保驾护航

赤峰消防支队开展地震救援实战演练
◇通讯员 于博
本报讯 为提高消防部队应急作
战反映能力， 做好重特大灾害事故应
急救援准备工作， 9 月 8 日赤峰消防
支队组织出动轻型地震救援队开展地
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赤峰支队共 50
余名官兵参加。
灾情设定：9 月 8 日 6 时 00 分，
赤峰市地震局通过传真向支队指挥中
心通报， 赤峰市区新城与老城交界处
发生里氏 7 级左右地震， 震中平双公
路临街商铺发生倒塌，损毁严重，大量
人员被埋压，情况危急。灾情发生后，
参演官兵按照 "48 小时自我保障 " 的
要求向重灾区集结。 由于通往灾区道
路被地震损毁， 在前方指挥部的统一
指挥下，轻型地震救援队徒步行进 25
公里赶赴震中受灾区并于 14 时到达
地震演练现场。到达现场后，救援官兵
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指挥部并组织对器
材进行了点验， 同时通信应急保障组

警事
变压器意外着火
民警及时扑灭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陶泽颖

组织搭建应急通信指挥网。 经过简单
调整，按照演练的程序，指挥部迅速制定
作战计划，根据现场情况，有序开展井下
狭小空间救援、高空深井救援、狭小空
间横向、向下破拆救援科目的工作。
通过此次拉动演练， 全面检验了

部队地震救援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应
急通信和战勤保障的能力， 各参战官
兵本着 " 练为战 " 的思想，出色完成了
各项救援任务， 充分展示了赤峰消防
部队的良好精神风貌， 为科学高效处
置地震灾害事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7 月 31 日下午， 宁城县
公安局三座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三座店幼儿园附近一变压器着
火。民警及时与电管站管理人员取得
联系，及时断电，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及时与电
管站管理人员取得联系，并及时到达
现场，到达现场后，只见变压器着火，
变压器并出现大面积漏油，随时都有
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后果。为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民警紧急疏散围观
群众，民警告知供电人员进行断电工
作。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火势被扑灭，
变压器漏油也被控制，一场险情得以
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