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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女婿都是警察先后牺牲

“最感人全家福”引关注

近日，一张来自警察家庭的“最感
人全家福”（如图） 引起很多人关注，照
片中，一对老两口身边的两把椅子上，
摆放着两件他们已经牺牲的儿子和女
婿生前穿过的警服，他们身后，站着的
是老两口的女儿、 儿媳和孙女、 外孙
女。而已经 70 岁的张建民是这张全家
福中唯一的男人。 很多网友看到这张
特殊的全家福后表示让人“泪目”。
张建民是山东临沂张沙兰村的一
名普通农民，张福运是他唯一的儿子，
张福运牺牲前， 是临沂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2005 年在抓
捕嫌犯的过程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
2007 年，同样做警察的女婿诸葛夫贤，
作为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巡警大队
民警，在一次办案后遭遇车祸离世。连
遭打击后， 张建民的头发几乎全都白
了。
今年清明节期间， 张福运和诸葛
夫贤生前的战友和往年一样来看望张
建民夫妇， 其间提出想给这一家人拍
一张全家福， 张建民便拿出儿子女婿
的警服摆在前排的椅子上， 便有了那

宁城县公安局

开展形式多样 960111
违法犯罪有奖举报
宣传活动
◇通讯员 陈永文

张让很多网友“泪目” 的全家福。“看
了这张照片，真的觉得很心疼，看得
我流泪了。对更多的人而言，希望他们

能知道，我们的生活背后，是有多少像
这样的家庭在默默付出。” 一位网友留
言说。
据《北京青年报》

宁城县公安局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
◇通讯员 陈永文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宁城县公安局
与县国土、 安监等执法部门组成联合
检查组， 针对全县涉爆矿山企业进行
了全面的安全大检查。
为了确保检查取得实效，联合检查

组一是重点检查涉爆企业是否有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 证件是否齐全有效；二
是爆破器材库是否符合标准，人防、物
防、技防、犬防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储存
条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三是运输爆
破器材的车辆是否符合标准； 四是爆
破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五是爆炸

器材流向是否清楚；六是剩余爆破器材
是否及时退库；七是爆破作业是否遵守
安全规程。此次联合检查组共检查全县
涉爆矿山企业 24 家，发现一般隐患 32
条，下发整改通知书 18 份。
通过详细认真的大检查，进一步规
范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

梧桐花派出所

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战果丰
◇通讯员 邵弘扬

本报讯 根据上级公安机关和翁牛
特旗公安局的统一安排和部署， 为进
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严
厉打击非法制贩、存储、运输、燃放烟花
爆竹等违法行为， 进一步有效预防、坚
决遏制烟花爆竹事故、案件的发生，梧
桐花派出所积极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

信

息

之

理专项整治行动。
在行动中，翁牛特旗公安局梧桐花
派出所通过排查， 发现在辖区山东营
子村三家组村头有一家仓库存有大量
过期烟花爆竹，得知这一情况后，许松
宇所长亲自带队到梧桐花镇山东营子
村三家组开展工作，通过调查得知，山
东营子村三家组部某在自己房基地上
建造一间仓库， 平时用于存放粮食等

物品，前几年部某的儿子做烟花爆竹买
卖，部某利用这个机会储存双响，现都
已严重过期，民警通过清点发现在仓库
内存放的都是敖汉旗生产的双响，总计
440 余箱，11 万余响。梧桐花派出所及
时联系治安大队， 通过运输防暴车将
这批严重过期的烟花爆竹运到治安大
队指定地点， 由治安大队统一集中销
毁，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选择等进行一一讲解，随后，以入室盗
窃和 电 信 诈 骗等 常 见 的 侵 财 案 件 为
例， 对居民强调了要在日常生活中切
实提高警惕性，加强防范意识，注意防
盗细节问题， 最大限度的避免财产损
失。 此次宣传活动，发放防盗宣传单130
余份，受教育人员达 200 余人，极大地
提高了群众自身防范意识。 （陈永文）
清明节期间， 群众以各种方式开
展扫墓祭祖活动增多， 极易引发火灾
事故。 为此，大城子派出所提前介入，
多措并举， 全面部署清明节期间的消
防安保工作。 一是召开会议专题部署
清明节前后的春季防火工作， 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 二是提前做好宣传工
作， 积极开展清明节前夕辖区群众防
火教育，宣讲灭火知识，加大宣传频率，
切实提高广大群众防火意识。 三是加大

执勤备勤力度，组织民警对辖区内火灾
隐患突出区域排查整治， 消除隐患，协
同各单位各部门落实各项消防安全防
范措施，谨防火灾事故发生 。 (朱 磊 )
为加强蔬菜、 蘑菇大棚的治安管
理，防止被盗被破坏。 近日，八里罕派
出所采取措施加强对蔬菜大棚的治安
防范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使种植户提
高防范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充分认识
到防火、防盗、防破坏的重要性，提高
自我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
发生； 二是对大棚种植户用电进行安
全检查，坚决杜绝私拉乱接，不合格的
老化线路坚决换掉， 防止因用电不当
发生火灾，造成经济损失；三是注重防
火宣传教育， 引导棚户群众在日常生
产、生活中注重防火安全意识和防火自
救能力宣传，严禁明火使用。 （陈永文）

窗

为切实加强辖区幼儿园道路交通
安全教育， 进一步提高孩子们交通安
全意识， 让幼儿了解更多的交通安全
知识， 4 月 9 日，巴林右旗公安局交警
大队宣传中队 民 警 深 入 达 尔 罕 幼 儿
园，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
全课，500 多名幼儿和教师参加了听
讲。 通过此次警、园互动活动，切实增
强了幼儿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保证交
通安全教育常态化， 交通安全从幼儿抓
起， 让幼儿时刻谨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使孩子们平安快乐地成长。 （杨晓民）
为提高辖区居民防盗意识， 避免
群众财产遭受损失， 宁城县公安局八
里罕派出所结合当前辖区社会治安状
况，利用辖区人多时机，进行安全防盗
宣传。 在宣传过程中，民警就侵财案件
的种类、 犯罪分子手段和作案对象的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违法犯罪有
奖举报工作，全面动员社会各界群众
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整治中来。宁城县
公安局结合平安宁城创建活动进行
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
一是在主要路段、车站、广场、街
道及人员密集场所悬挂“违法犯罪有
奖举报电话 960111”宣传横幅、宣传
标语，发放宣传单,对群众进行了面
对的讲解。二是在互联网网站、宁城
吧、微信朋友圈等多渠道对“违法犯
罪有奖举报电话 960111” 进行全方
位、立体化宣传，努力把“违法犯罪有
奖举报系统”打造成为全县公安机关
密切联系群众的知名品牌。三是利用
银行、商业网点 LED 大屏幕，进行不
间断滚动播放，向群众重点宣传违法
犯罪举报内容、举报方式，举报奖励
情况、保密规定及责任追究等内容。

黑里河派出所

强化内部教育管理工作
◇通讯员 王志跃

本报讯 宁城县公安局黑里河派
出所为拉近村民与民警的工作管理，
加强与村民间的沟通，减少辖区各个
自然村的违法犯罪，铸建警民一体社
会堡垒。同时，从民警日常工作入手，
加强内部管理教育工作。
一是狠抓民警教育。坚持不懈地
抓好对民警进行宗旨理念和思想路
线教育，教育民警掌握党和政府关于
农村工作的方针、路线、政策，学会如
何与群众沟通、交流、打交道，对群众
急需急盼的事做到“零懈怠”，对群众
深恶痛绝的事做到“零容忍”，对群众
的服务工作做到“零距离”。教育引导
民警练就过硬的群众工作基本功，坚
持从关系民生的“小事”做起，从影响
群众安全感的“小案”破起，从困扰群
众的“小纠纷”抓起，切实履行好保平
安、保稳定的职责；二是明确工作责
任。进一步明确责任区治安工作倒查
责任主体，深化倒查机制，促使责任
区民警沉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开
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情报信息收集研
判工作， 做深做细做实基层基础工
作，提升动态环境下农村治安管控效
能和工作水平； 三是强化服务意识。
在抓好公安机关进一步优化服务环
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结合农
村实际情况，推出更多的爱民便民举
措，开通更多的惠民利民通道，搭建
更多的与农村群众交流互动平台，顺
应农村群众意愿、 回应农村群众呼
声、满足农村群众期待，倾心服务农
村稳定发展。 内部教育工作的开展，
有效地拉近了村民们与民警的关系，
真正做到了警民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