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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7日，乐至县公安
局接到家住盛池乡的居民黄玉彬
报警称：2017 年 6 月 30 日，其在乐
至县天池镇东街龙腾医院外捡到
一个男婴，该男婴被一床蓝格子
床单包裹，身上有血，脐带未断，
右脚第四指向上翻，系刚出生不久

的婴儿。
该男婴现在已经一岁多，如有

知情群众请拨打110报警电话或与
黄玉彬女儿田娅玲联系。

联系电话：15386670682。
乐至县公安局

2018年8月1日

□ 蒋波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7月 30日，
当乐至县公安局大佛派出所民警将崭
新的户口簿交到 7岁男童小发的外曾
祖母手中时，老人激动地拉着民警的
手不停感谢着。

今年2月，大佛派出所民警在进村
走访时了解到，红鞍碧山庙村有一名
叫小发的男孩今年已经7岁了，却因为
没有户口而无法上学。经过进一步调
查得知，原来小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
入狱服刑，母亲随后离家出走一直没
有回来。小发从小跟着外曾祖母一起
生活，由于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又一直
不能联系上孩子的母亲，导致他的户
口一直没有落实。

民警在解决小发户口问题过程
中，通过细致的调查才发现，小发的户
口问题比较“棘手”。其父亲正在服
刑，母亲又出走多年失去音讯，没有任
何证明材料，导致亲子鉴定和相关证
明的取得变得非常困难。为了尽快解
决这一问题，民警将小发的相关情况
向县公安局进行了反映，多次奔赴小
发的出生地成都收集相关资料。同
时，积极协调村委会、卫计办，补办小
发出生的相关证明，并收集了 20余名
村民关于小发出生问题的询问材料。

通过民警连续 5个多月的艰辛努
力，小发的户口终于审批了下来。7月
30日，民警立即将打印好的户口本送
到小发外曾祖母的手中，于是出现了
文中开头的一幕。

本报讯（阮慧）7月 26 日至 27 日，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拘戒所等
部门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到乐至县青
龙湾村，开展精准扶贫入户调查工作，
准确掌握帮扶贫困对象的基本情况。

活动中，工作组人员看望慰问驻
村民警，仔细了解村情民情，就如何利
用该村优势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与村干
部进行了交流探讨，建立《贫困户帮扶
工作台账》及《联户工作帮扶计划》。

在对帮扶贫困户的走访中，帮扶
责任人分别向帮扶对象宣讲党的精准
扶贫政策，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
经济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和期盼解决
的实际问题，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册，

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好扶贫工作
提供依据。同时，专门制作结对帮扶
联心卡发放到贫困户手中，以方便及
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帮扶对象深表感
谢，表示要努力克服当前困难，在各级
政府的帮助下努力发展好经济，提高
家庭收入，力争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
福生活。

□ 黄盈

7月 27日 15时 20分许，安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岳城中队接到群众举报
称：岳阳镇东大街123娱乐会所楼下有
一辆面包车违规停放。当交警赶到现
场看到眼前一幕时，却是哭笑不得。
原来就在该面包车车头前方不到十米
的距离，就安装有违规停放抓拍系
统。不仅如此，该面包车为了逃避被
监控拍下，竟分别用印有“禁止停车 违
者拖移”的交通提示牌和“正在施工”
的施工提示牌紧紧地挡住车头和车尾
的号牌。

交警立刻通过车辆查询系统寻找
到该面包车车主邓某，经询问，邓某是
因为着急送货，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了
禁停区域，为了躲避交警处罚，一时起
意用路边的两块提示牌挡住车辆，殊
不知这一“机智”行为却加重了处罚。

经交警的批评和教育后，邓某也
为他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十分后悔，

本以为耍点小心机能逃避处罚，却没
想到是自食苦果，邓某最终被以故意
遮挡机动车号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两项违章并处扣分15分、罚款300元。

禁停区内司机“机智”遮挡号牌
两罚并处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四川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资阳市
公安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1 名
警务辅助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招聘岗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DNA鉴定室。
计划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1 名，男

女不限。
二、招聘对象、范围及条件
1、自愿从事警务辅助工作，政治

素质好，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心理

素质，纪律观念较强，服从组织分配；
2、遵纪守法，未受过行政、刑事

处罚；
3、家庭政治历史清白，家庭主要

成员无犯罪记录；
4、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遗传

性、传染性疾病；
5、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所

学专业要求为医学、护理学方面，有
实验室工作经验的优先；

6、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三、报名
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时

填写《应聘登记表》；
2、报名应提供资料：本人户口

簿、有效居民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及
复印件各一份，近期白底免冠 1 寸彩
色照片2张；

3、现场报名时间：2018 年 7月 31
日-8月31日；

4、现场报名地点：资阳市公安局
政 治 部 人 事 处 ，联 系 电 话 028-
26559504，地址：车城大道三段 366号
资阳市公安局办公楼11楼。

四、面试、体检、政审
报名人员参加面试、体检、政审，

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五、聘用、岗前培训
根据报名人员的面试、体检和政

审情况，择优确定聘用人员，并由资阳

保安有限责任公司与聘用人员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由市公安局进
行岗前培训。凡培训不合格以及试用
期内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或不适应
工作的人员，均取消聘用资格。

六、工资福利待遇
聘用人员实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

险制度，保障在退休、患病、工伤、生
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聘用人员年工资标准约为 24500
元/年（不含单位为其购买的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费用）。

资阳市公安局
2018年7月31日

本报讯（凡小东）针对辖区农村道
路多、面包车超载行为突出的情况，资
阳公安交警结合夏季群众出行时间较
早特点，组织民警到重点乡镇逢场天

“赶早场”，加强路面检查，有效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6月以来，我市累计
查处农村面包车各类违法行为 3767台
次，其中查处 7座以上面包车超员 50%
的违法行为161台次。

为形成合力，资阳公安交警专门制
定《资阳市农村面包车交通安全专项治
理工作方案》，就联合辖区乡镇派出所、

“两站两员”共同推进农村面包车违法
治理进行细化安排，并明确每月 1 日、
15日为全市统一查处农村面包车违法
行为集中行动时间。通过全市一张网
开展集中查处，壮大打击声势，增强了
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

为有力推进这项工作，支队班子成
员先后到分片联系基层大队，开展蹲点
工作，与民警一起上路开展面包车违法
查处。同时，对各大队查处情况实行

“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完成时限清单”
三单推进，对查处战果进行每周通报、
工作成绩每周点评。

为提高查处效率，交警直属（县区）
大队领导制定了工作值班表，带队下乡

“赶场”。特别是针对雁江小院镇、堪嘉
镇等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乡镇，逢场
天，民警早上 6 点就提前上班，组织警
力在进出场镇路段设点检查重点车
辆。在现场检查中，民警一方面通过向
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宣讲安全乘车
规定、超员载客危害等道路交通法律知
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超员超载违法行
为；另一方面，对构成超员 50%以上的

交通违法行为一律实行罚款 200元、记
6分的处罚。

为增强查处影响力，资阳公安交警还
利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等平台对查处
的面包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广泛宣
传面包车违法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大力提

升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守法自觉
性，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资阳公安交警通过开展“赶早场”
查违法，减少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增
强了辖区农村道路管控力量，确保了群
众安全出行。

重拳治理农村交通乱象
交警逢场天下乡“赶早场”

资阳市公安局关于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

寻亲启事

7岁男童无户口上不了学
乐至警方想办法上户解忧

进村入户调查
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我们付出，我们却无比骄傲
——记市特巡警支队二大队队长李应彬

李应彬（左一）组织队员执行任务。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李应彬，今年46岁，现任资阳市
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二大队队长。作
为一名曾经的军人，现在的人民警
察，他兢兢业业工作，在部队先后荣
立个人三等功3次，荣获个人嘉奖2
次；转业成为一名警察后，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2次、荣获个人嘉奖3次、
获评优秀公务员3次、优秀党员先锋
岗1次，今年7月29日，他又被省公
安厅评为优秀转业干部。

打击犯罪、披肝沥胆，维稳处突、冲
锋在前，守护病妻、铁血柔情......李应
彬几十年如一日，诠释着最美警魂。

打击犯罪
一分钟控制住28名嫌疑人

今年 3月，资阳网安破获以制作虚
假网站和信用卡实施诈骗的特大网络
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8名，该案受
害人遍及全国十余省，诈骗金额高达
500余万元。在这起案件的破获中，对
犯罪分子实施抓捕的正是由李应彬带
队的资阳特巡警。

李应彬回忆，“当时特巡警支队接
到通知，需要配合网安支队立即前往成
都新都区某小区执行抓捕，预计犯罪分
子有 6、7人。”按照正常的抓捕流程，需
按 3：1的比例出警，于是李应彬组织了
32名特巡警、辅警参与抓捕。但到了抓
捕地，犯罪团伙所在的写字楼被踹开
时，大家才发现，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大
约 30 人。经过两秒钟的思考，李应彬
立即重新制定了方案，现场对 32 名队
员重新进行了任务分配，一分钟不到，
就控制住了 28 名犯罪分子，圆满完成
了此次抓捕任务。

维稳处突
140只病山羊被拦在了入城处

2018年元旦节下午 3点多，正在值
班的李应彬接到省公安厅传达的指
令：一辆甘肃牌照的货车可能会途经
资阳，这辆货车上装着病山羊。一定
要把这些病山羊拦在城门口，一旦入

了城，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指令后，李应彬立即调集队员到

高速公路收费站设卡，他把特警队员分为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观察、拦截、盘查。就
在他们布置就位仅10余分钟后，这辆可疑
的甘肃货车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拉开车门的一瞬间，我们差点被
臭晕了。”李应彬说，经过仔细检查，车
上一共有 140 只活山羊。为了避免病
羊流入市场，造成食品安全隐患，特警
将这批山羊移交给了雁江区畜牧局进
行处理。

超负荷坚守
一周至少工作88个小时

除了抓捕罪犯，安全保卫、巡逻
防控、帮扶救助等也是特巡警最主要
的工作。

李应彬说，其实特巡警最害怕的就
是“放假”。因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节
假日，对特巡警来说却意味着更多的工
作。在节假日，人流车辆会更多，工作
任务会更重。

“城区巡逻、高速路口设卡检查
都要求 24 小时运转。”李应彬说，特
巡警队员一周的工作时间达 88 小时
以上，有的队员一周工作时间超过
90 小时，而他作为队长，花在工作上
的时间更多。

“过年和过节，法定小长假等节
日，对我们而言，不但不能休息，还意
味着更加忙碌，偶尔有个别队员有怨
言，但工作上没有一个拖后腿的。”据
统计，仅在 2018 年上半年中，李应彬
就带领大队队员出动警力 2700 人次、
车辆 120 余台担负驻地备勤、现场执
守、应急处突和异地增援等任务，挡
获网逃人员 5 名，挡获非法运输卷烟
嫌疑人 2 名、香烟 510 余条，配合禁毒
部门抓获制毒、贩毒、吸毒嫌疑人 42
名……

“特巡警这个职业决定了我们要
付出更多，但这个城市需要我们，我
们辛苦，我们付出，我们却无比骄傲，
有幸自己能成为这个城市重要的不
可缺少的一颗小小螺丝钉。”李应彬
坚定地说。

铁汉柔情
对病妻不离不弃

尽管工作很忙，但李应彬对家庭仍
有很强的责任感，努力做到工作家庭两
不误。

2002年，李应彬的妻子不幸患上了
红斑狼疮，这种险恶的疾病在很多人看
来，几乎是绝症。李应彬当时还在部
队，那几年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医院睡
地板陪妻子。“病危通知书下了 10 多
次，医生劝我放弃了”，李应彬说，“怎么
可能放弃呢？她是我的妻子啊，一起经
历了风风雨雨，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也
要一起承担。”李应彬四处打听治疗病情
的方法，得知这个病除了坚持药物治疗，
还应该让病人保持乐观、开朗、愉快的心
情。于是，他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洗
衣做菜，让妻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16年转眼就过去了，妻子的病竟然
痊愈了，并且已经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
位上。李应彬用坚强的臂膀为妻子撑
起了一片天空，用爱创造了一个奇迹。

查处现场。

民警上门送户口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