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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服务暖心
户籍民警获点赞

用无悔忠诚守护岁月静好

—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1
——
10董秀丽班组”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她们不是刑警， 但可以电
波缉凶；她们不是心理医生，但
可以拦截自杀者； 她们不在命
案现场， 但可以让行凶者幡然
悔悟，抢救被害人。 她们就是市
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110 董
秀丽班组”。 近年来，“董秀丽班
组”忠诚坚守，履职尽责，以过
硬的业务素质、 高度的工作责
任感，在服务群众、打击犯罪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赢得人
民群众一致肯定。

砺警铸剑牢记使命
110 报警服务台作为公安
机关的窗口单位， 是警民联系
的桥梁， 过硬的业务素质是接
警员做好工作的前提。
为不断提高班组人员政治

素质和业务能力， 班组全体接
警员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安
徽省公安机关 110 接处警工作
范》等相关接处警业务知识，利
用班前、 班后会进行警情分析
讲评，熟练掌握各类案（事）件
的处置工作预案， 对突如其来
的各类复杂警情， 做到正确引
导、准确判断、高效处置。 为准
确判断警情方位、 科学合理调
派警力， 班组人员一起利用珍
贵的班后调休， 集中到市区街
头巷尾、居民楼道，熟记道路、
标志性建筑物名称， 针对复杂
辖区地形，手工绘制了地形图、
出警单位辖区地图， 班组每一
名同志都能做到对全市警力分
布与辖区划分了然于胸， 被中
心同志亲切地称为 “活地图”。
作为全局科技应用最前沿，110
报警服务台集中了全局高端信

息化设备， 为了适应科技强警
发展要求， 全班人员加强信息
化学习培训， 熟练掌握 DS 三
台合一接处警系统、 反电诈接
警系统、 安徽 110·江淮义警
平台、技防报警、视频巡查、
350 兆 手 台 等 各 项 系 统 应 用
及操作流程。 通过“学中练、
练中学”，全班组在接警 台 掀
起了科技信息化学习高潮，
班组接 处 警 工 作 在 全 省 绩 效
考核中 多 次 获 得 一 等 ， 受 到
省公安 厅 和 各 地 市 兄 弟 单 位
高度评价。

不迅速处置， 嫌疑人随时可能
离开，接警员通过“点对点”调
度， 果断指令濉溪县辖区派出
所立即出警， 成功将在逃人员
抓获。 2018 年 2 月，我市现发
一起重大诈骗案件， 涉案金额
100 余万元， 一名主要犯罪成
员准备潜逃， 接警员获取其车
辆信息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精准指令路面警力， 成功将嫌
疑车辆追堵至防控点， 一举抓
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这样打击
犯罪的成功案例在 “董秀丽班
组”不胜枚举。

打击犯罪精准有力

热情服务践行初心

“董秀丽班组”时刻把岗位
责任刻在心中，他们深知，每一
个警情就是刻不容缓的命令。
2018 年 1 月， 新年伊始，
人们都在辞旧迎新， 而 110 报
警服务台“董秀丽班组”却异常
忙碌。 1 月 31 日上午 9 时许，
繁忙的接警台接到网逃人员徐
某在濉溪杜庙村出现的警情。
接警员凭着职业敏感， 详细询
问在逃人员相关情况。 经了解，
嫌疑人徐某在 2017 年因打架
斗殴致人重伤被上网追逃。 如

110 报警服务台不仅肩负
打击犯罪的重任， 更是公安机
关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窗口。
班长柴峰常说，110 是一扇展
示形象的“窗”，一把永远撑开
的“伞”，只有把报警群众当家
人， 带着感情才能做好接处警
工作。
2018 年 3 月 14 日 22 时
15 分，“董秀丽班组”接到一起
网友称微信收到朋友杨某正在
住处燃煤自杀视频的警情。 报
警人只能提供杨某租住在闸河

路附近，具体住址不详。 接警员
杨璐璐拨通杨某电话， 杨某语
气轻松自然称与朋友开玩笑，
并未自杀。 杨璐璐并未掉以轻
心，当再次询问详细住址时，遭
到对方拒绝。 时间就是生命，如
果真是一起自杀警情， 自杀者
得不到及时救助， 后果不堪想
象。 班长柴峰本着对人民群众
高度负责的态度， 仅凭少之又
少的线索，经过细致分析研判，
终于以最快时间找到事发地。
当出警民警打开房门时， 发现
屋内门窗均用布条堵死、 煤气
浓重，杨某已陷入严重昏迷。 因
送医及时， 杨某脱离了生命危
险。 正是因为一件件救助警情
的成功处置， 使公安 110 在人
民群众 心 目 中 的 位 置 无 可 取
代、无法取代。
天道酬勤，“董秀丽班组”
先后被评为优秀班组、 党员示
范岗、十佳服务品牌、省工人先
锋号、 省文明行业示范品牌等
多项荣誉， 值班长柴峰连续三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并荣获
个人三等功一次。 他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铮铮誓言。

Http://www.hbnews.net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孙志刚
本报讯 近日，在人民网市委
书记黄晓武的领导留言板上，收
到了冯女士的感谢信， 信的内容
是感谢淮北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
户籍民警毛萍的人性化服务，得
知情况后， 毛萍开玩笑说：“从没
有想过会收到大姐的感谢信。 ”
原来， 今年 4 月， 花园派出
所户籍民警毛萍在处理一起居
民重复户口业务时，遭遇了不理
解、不支持的情形。 根据户籍管
理规定， 居民户口要保持唯一
性、准确性、权威性，一个人只能
有一个户口。 重复户口使用者冯
女士， 一听说要删除一个户口，
情绪非常激动。
经了解， 冯女士祖籍江苏南
通，90 年代嫁到安徽怀远，之后又
迁居淮北，已在淮北生活 30 多年。
根据户口管理规定， 冯女士只能
保留合法原始户口。 民警查询冯
女士 1996 年迁移证后， 多次与怀
远警方联系， 均未发现其安徽户
口原始资料。 随后又多次与江苏
警方联系，经查证，江苏户口系冯
女士原始合法户口。

得知自己必须删除淮北的户
口，冯女士更是无法接受了。 她坚
持说：“你们不要再说了，如果把我
的户口删除了， 我一定会去告你
们。”民警也非常理解，让冯女士删
除使用 30 多年的户口， 会造成她
生活上的不便，所以，民警也多次
与江苏警方联系，寻求更合理的方
式解决重复户口问题，但一直未达
成目标。
其实， 对于违法违规户口，民
警完全可以履行告知手续后，不需
本人同意即可删除，但是考虑到冯
女士的实际情况，民警仍然不厌其
烦地到其家中做工作。冯女士也看
到民警因为她的事情，多次与上级
部门及外地警方沟通，并且多次上
门。 冯女士感动了，最终同意删除
淮北的户籍。
为了减少冯女士生活中的不
便，删除户口后，民警立即为其出
具户口注销证明，并且与江苏警方
联系缩短其补办了江苏身份证的
时间。
从剑拔弩张到笑脸相迎，从投
诉信到感谢信，从不理解到支持工
作，背后是民警的坚持和群众的暖
心。

驾校教练“任性”酒驾
丢了饭碗还被拘

淮北一中东校区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梦琳 李军
本报讯

作为一名驾校教练
员， 理应为人师表， 做到以身作
则， 教育自己的学员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然而，近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四大队却查获了一起
汽车教练员饮酒驾驶教练车的交
通违法行为。
5 月 11 日晚 22 时许，交警支
队四大队交警在相山路与梅苑路
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时,发现一
辆白色的教练车行驶状态可疑。
交警立即上前拦停， 并对其进行
了检查。 一开车门，民警就从该车
驾驶员的身上闻到了浓浓酒气，
于是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
试，结果显示 40mg/100ml,属于饮

5月 12日，工程建设者在淮北一中东校
区项目施工。
淮北一中东校区项目为我市重点工程，
规划用地 340亩，总建筑面积 14.8万平方
米，总投资 6.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研
楼、各学科教学楼、实验室、体育馆、学生公
寓、食堂、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及其他附属
建筑。建设期 2年，预计 2019秋季具备招生
条件。
■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西街道体育社区开展
“向劳动者致敬”职业认知活动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侯静雅
本报讯

近日，西街道体
育社区家庭发展服务 中 心 组
织辖区家庭开展“向劳动者致
敬”职业认知活动，以此锻炼
孩子们的社会认知能力，促进
孩子们独立健康成长，从小培
养良好的职业意识。
活动中，社区邀请了各行
各业的家长代表发言，用浅显

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 介 绍 自
己的工作。 “如果一辆车应该
装 8 个苹果， 但它装了 10 个
苹果，那阿姨就要检查一下这
辆车。 它这样做是不对的，这
就是我们的职业一部分。 ”市
交通局上班的居民慧 慧 妈 妈
这样说道。 当天参与活动的还
有理发师、蛋糕师、奶粉送货
员、摄像师、银联工作人员等，
大家畅所欲言，孩子们积极提
问，收到良好效果。

恪守教师职业道德
古城路小学全体教师
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王心杰
本报讯

5 月 8 日，古城路
小学全校教师签订了 《师德师
风承诺书》，进一步全面规范教
师师德行为。
活动中， 该校校长吴昌宏
带领教师们重温了 《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新时代中
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并从依法从教、为人师表、不私
自为学生购买教辅资料、 不进
行有偿家教、终身学习等方面，
分别向每位教师提出了明确细
致的要求， 要求每一位教师都
恪守教师职业道德， 维护教师

职业崇高形象。 随后，德育副
校长张秀兰带领全体 教 师 认
真学习了《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教师师德师风承诺书》具体内
容，重点对有损教师形象的行
为逐一指出并提出警示，希望
每一位教师都能够珍 惜 人 民
教师的光荣称号，爱护学校荣
誉。
现场， 教师们郑重地在承
诺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 对于
此次活动的举办， 大家纷纷表
示，一定以这份承诺书为标准，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加强
自身师德修养，提高师能水平，
努力做一名学生喜欢、 人民满
意的教师。

酒驾驶机动车， 同时交警还发现
这位驾驶员还有一个另外的身
—驾校教练。
份——
后经核实， 该驾驶员樊某为
淮北市某驾校的教练员， 是一位
拥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 同时也
是带出很多学员的资深教练。 据
当事人讲，当天他与朋友聚会，推
杯换盏后，自认为离家较近，便抱
着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任性”
地开着教练车回家， 没想到刚开
出不久就遇到了夜查的执勤交
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校的教练
车属于营运车辆， 饮酒后驾驶营
运车辆要处以 15 日行政拘留并处
5000 元罚款， 吊销驾驶证且 5 年
内不得重新考取。 “任性”酒驾失
去了驾驶资格，同时也丢了饭碗。

淮师大志愿者赴蒙城开展公益活动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张璐璐
本报讯

“此次蒙 城 之
行，我们收获颇多，孩子们写
下的那句‘我们很喜欢你们，
我们很开心’ 让人难以忘
怀。 ” 5 月 12 日上午，淮师大
计算机科学学院的青年志愿
者们乘坐大巴， 经过两个小
时的车程， 来到了亳州市蒙
城县特殊教育学校， 开始一

场志愿爱心之旅。
活动中， 淮师大志愿者
们为特校孩子们捐赠了书本
及体育用品，随后，志愿者们
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舞蹈 《本
草纲目》《小鹿乱撞》《青春修
炼手册》 和整齐划一的手语
舞《和你一样》。 随后蒙城特
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也带来
了可爱的手语舞蹈和故事歌
曲串烧。 精彩的表演之后，志
愿者们在校方老师的带领下

参观了展览室和爱心室，了
解了蒙城特校的发展历程。
“蒙城志愿报务的旅程
没有结束，我们期待更多这样
的校园文化生活，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面展现我校志愿服务精神。 ”
大学生志愿者周佳雯告诉记
者，接下来，他们会广泛营造
“行善举， 做公益” 的浓厚氛
围， 动员更多的人去接触公
益，认识公益，投身公益。

“警花”温馨呵护萌娃
5月 14日，濉溪县孙疃镇郭集村农妇许心可，怀抱出生
三个月的女婴，来到孙疃派出所为民服务大厅办理新生儿入
户。在填写表格时，萌娃啼哭起来，许心可无法提笔填表。民
警及时双手接过小宝贝搂在怀里，经过体贴温馨的逗玩，宝
贝竟然不哭了，还在“警花”身上撒了一泡尿。
■ 摄影 谭昌领 陈顺林

男子手指被搅断
交警及时护送就医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郭爱芹 余玮玮
本报讯 从 5 月 13 日
13 时 13 分受伤到 13 时 37
分进手术室， 这是市民朱先
生人生中最难忘的 20 多分
钟。 他在一处工地工作时，手
指被铁链绞断， 需要到市区
医院接受手术， 濉溪县交管
大队民警接力护送， 为他争
取了治疗时间。
5 月 13 日 13 时 10 分左
右， 濉溪县交管大队三中队
执勤民警接到 110 指挥中心
指令：“一辆车号为皖
F77*** 牌 照 的 白 色 轿 车 上
载有一名手指在工地被链条
绞断的伤者， 需要到淮北矿

工总医院救治。 由于处于高
峰期， 需要交警安排警车护
送。 ”情况十分紧急，接到报
警求助后， 三中队执勤民警
立即驾驶警车在 S202 省道
与伤者车辆会合后， 为了争
取救助时间， 民警立即安排
伤者乘坐执勤警车驶向淮北
矿工总医院。 路上正赶上车
流高峰时段， 民警与淮北交
警支队联系希望他们协助快
速通行， 一路上民警用话筒
喊话沿途车辆注意避让，全
程 几 十 公 里 的 道 路 仅 用 20
多分钟就把受伤群众护送到
淮北矿工总医院。 为伤者及
时救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路上，男子断指处流
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 民

警又与 110 指挥中心联系，
要求协调医院提前做好抢
救准备。 伤者被送到医院
后， 民警又协助医生将伤
者送至急诊室救治， 伤者
连声感谢民警的热心相
助。
经了解，伤者朱先生， 家
住临涣镇大高家。 当日在工
地干活因操作不当被铁链绞
断手指， 导致左手 1 根手指
被截断，其工友发现后，立即
驾车紧急送往市区医院，由
于对市区路线不熟， 加之害
怕路上受堵耽误救治时间，
于是他拨打了 110 向警方求
助。
目前， 伤者断指已经成
功接上。

临涣选煤厂车皮清扫
实现“机器人”操作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肖震
本报讯

“清车‘机器人’开始
工作了，几个毛刷就把车皮角角落
落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大减少了我
们职工劳动强度，真是太好了！”日
前，淮北矿业临涣选煤厂职工许卫
权高兴地说。
经过连日来的安装和调试，近
日，临涣选煤厂车间安装清车“机
器人”， 从而开创了机器清车的先
河。为保证外运精煤装运质量和智
能化选煤厂建设需要，临涣选煤厂
率先在集团公司同行业中安装清

车“机器人”，彻底解决了以往劳动
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安全风险高
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清扫车皮
时的扬尘，对清扫人员身体危害较
大；夏季高温时节，车皮内温度高
达 40 多度， 高强度的清扫极易让
清车人员发生高温中暑现象。这些
难题现在都迎刃而解。
根据打造智能化选煤厂规划，
临涣选煤厂于 2018 年年底即着手
与设计单位进行系统研究， 投入
300 多万元，安装清车“机器人”，
对拉煤的车皮进行全方位地清扫，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