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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警方

本报讯 6月8日凌晨，太湖渔政监督支队在巡
查过程中，发现太湖水域上疑似有电捕鱼的现象，
便立即联系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民警到达现场
后，第一时间抓获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闫某
某、孟某等5人。

经查，5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民警在案件调查中发现，嫌疑人杨某与妻
子孟某，王某和儿子王某某以及闫某某三家人并
未约好一起捕鱼，但高额的利益吸引了这一群

“捕鱼能手”。这5人从小就是渔民，对捕鱼特别
精通，他们明知现在是禁捕期，而且电捕鱼对鱼
类的伤害很大，但仍知法犯法，在太湖水域电捕
鱼。

据悉，杨某和孟某一晚上能捕到50公斤的昂
刺鱼，市场上大的昂刺鱼卖20元一斤，小的10元
一斤，估算一下，杨某与孟某仅一晚上就能赚
1500元。5人中只有闫某某是单独行动，捕获了
15公斤昂刺鱼，收益在500元左右。在利益面
前，他们忘了要保护生态，忘了违法捕捞不但要受
到行政处罚，如果触犯刑法还要“吃官司”。目
前，5人已被取保候审。

警方提示：电捕鱼不仅危害生态环境，还是违
法行为。我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
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
捞。 （黄晓雯）

为图利益知法犯法
5人“电捕鱼”自己被“捕”

社区民警的工作是琐碎、繁
杂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消
防安全、信息登记……没有太多
惊心动魄的经历和夺人眼球的成
绩，有的只是群众偶尔的一句感
谢、一声鼓励，但这些平凡的片
段足以成为社区民警力量的源
泉。

作为平望派出所社区巡逻队
的一员，多年来，张利国始终真
诚对待群众，用心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多办事，看到群众
满意的笑容时，他总会感到无比
的满足。

岗位平凡工作不平庸

岗位虽然平凡，但张利国的
工作不平庸。

早上8点半到达单位，稍做
准备，8点45分出发，开始外
出巡逻，张利国每天的工作如时
钟般精准。“巡逻内容大同小
异，不过也有侧重，像这段时
间，我们就在重点进行出租房和
商户的消防安全检查。”张利国
告诉记者，他除了是梅堰社区的
社区民警外，还负责平望全镇场

所行业的管理。
“所谓场所行业管理，其全称

是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业管
理。”张利国告诉记者，在他辖区
内有38家旅馆、4家开锁行、13
家印刷广告企业，从事汽修、租车
服务的企业若干，还有多家涉及危
化品生产、运输、销售的企业。平
时，张利国对辖区内的行业场所，
采取时时查访、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等方式方法，把握场所行业的动态
情况，他还要对旅馆、网吧、娱乐
场所等特种行业逐家逐户进行摸排
清理，建立档案，采集基础信息，
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遇到某些特殊时刻，比如说
某些专项行动开展期间，我们还要
突击检查。”张利国说，去年

“331”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平望
派出所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了
多 次 突 击 检 查 ， 今 年 ， 随 着

“331”整治进入常态化管理，他
们的工作内容又增加了一项，阻止
安全隐患“死灰复燃”。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完的
事。”张利国举了个例子，梅新街
上有几家商户都是“三合一”场
所，去年经过整治，他们将商铺的
住宿功能停止了。但是，一段时间

之后，感到“风头”过去了，有几
家商户又偷偷住了回去。“我们也
是跟他们不停‘斗智斗勇’，时不
时就要摸排、突击检查一下。”张
利国说，他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完
成任务，更是一名民警对辖区群众
安全的责任。

事务繁杂工作不浮躁

张利国于1985年出生，2008
年，他从南京森林警官学院毕业
后，被分配到盐城市滨海县的派出
所担任交警。工作4年后，2012
年，他来到吴江，进入平望派出所
工作至今。

从交警到社区民警，工作内容
变了，变得更加繁杂、琐碎，不变
的是张利国的一颗“警心”。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面对群
众要有诚心、细心、耐心和责任
心，唯有如此，群众才能与我们结
交朋友。”这是张利国开展社区警
务工作的体会心得。8年来，他努
力将自己与社区群众融为一体，真
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梅堰社区有位居民，平时在社
区是个有名的“刺头”，经常为了
一些小事和邻居吵架，或是找社区

“麻烦”。2017年有一天风很大，
大风吹断了设在路边的电线，那电
线随风甩动，把那户居民家的墙角

削去了一部分，他发现后，就跑到
社区要求赔偿。“我们接警后赶去
现场，好说歹说，承诺一定会帮
他修好，才把他劝了回去。”张
利国说，第二天，他就开始联系
相关部门，从社区到供电公司，
再到住建部门，张利国前后跑了
个把月，忙前忙后，总算把事情
平稳解决了。

“当时，那位居民也没对我说
什么感谢的话，那件事就这么过去
了。”张利国说，去年，平望镇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拆违工作，那个居
民家也在其中，当张利国他们上门
说明来意后，那位居民二话不说，
把自身的违章建筑给拆了。“通过
这事我明白了，有些人嘴上不说，
可是你为他做的事，他会记在心
里。”张利国说。

纵有困难职责从不忘

今年，平望派出所社区巡逻队
来了一名新成员，张利国把原本由
他负责的危化品和犬类管理工作移
交了出去。“工作这些年，总算减
了一次负。”张利国笑着说。

虽然戏称那些工作为“负
担”，但是在之前的岁月里，张利
国对那两项工作从未懈怠过。

“来吴江的第一年，有一次走
访一家企业时，我发现那家企业存

放有剧毒物质。”张利国说，为了
让事情圆满解决，他先是自己进行
了一次细致的检查，又和安监、住
建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检
查，连续三天，他都待在那家企业
的仓库里。结果，到了第四天，他
们喉咙出血了。

“医生检查后说，应该是吸入
了有毒物质，喉咙受到了刺激。”
张利国说，不过还好，当时他吸入
的有毒物质的量不大，按照医嘱休
息、调养一段时间后就没事了，也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当时还是年轻，没什么经
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利国
笑了笑，他说，在那之后，每次到
相关企业检查，他都会提前做好防
护准备，至少要戴个口罩。

“其实，基层工作是很锻炼人
的，我觉得做好基层公安工作，首
先要胸怀一颗爱民之心，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做群众的
贴心人。”张利国说，从警多年，
他曾遇到精神病人挥舞利刃，曾遇
到邻里调解不成大打出手，曾遇到
狂犬伤人，曾遇到犯罪分子铤而走
险。他多次面临困难险阻，可他从
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使命。

“晚上值班的时候，我在居民
区巡逻，看着家家户户灯火明亮，
群众安居乐业，我就会有一种满足
感。”张利国说，他的工作平凡但
充实，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民情无小事 职责放心上
——记平望派出所社区巡逻队民警张利国

本报记者 姜明

近日，七都派出所走进七都幼儿园开
展防拐骗安全防范宣传活动。活动中，民
警结合经典案例，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幼儿园小朋友普及防拐骗知识以及自我
保护措施，面对面传授防拐骗技巧，提醒
小朋友谨记家长联系方式，教导小朋友在
日常生活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刘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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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5日12时许，邱女士在七都邮电
路老旧小区大院内捡到一架纸飞机，上面写着

“救命”二字，邱女士看到后立即报警。接到报
警后，七都派出所值班民警和辅警立即处警至现
场。

民警发现这架纸飞机是由普通的白色A4纸折
叠而成，从现场纸飞机找到的位置和风力判断，七
都邮电路老旧小区周围的30余户住户均有可能。
因当天风较大，要想确认是从哪户人家扔出的纸飞
机较为困难。在此情况下，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就
大院附近30余户住户逐家敲门排查，在家的住户
均已排查，也均未发现异常情况。而那些打不开的
房间可能就是“出事”房间。民警立即安排警力
在周边蹲守，并决定扩大排查范围。而此时，民
警在大院外东侧又发现了一只纸飞机，上面写有
五六行字，掺夹着拼音，这架纸飞机也是由普通
白色A4纸折成，从字迹判断，这两张纸上的内容
是同一人所写。民警根据这一线索，再次对周边住
户进行排查，经反复排查走访，七都邮电路老旧小
区四楼东侧一户住户表示纸飞机上的字是其儿子管
某写的。

管某上小学二年级，面对警察的到来，他害
怕得不敢吭声。在民警的耐心询问下，管某承认
这纸飞机是他折的，内容也是他写的。得知这一
情况后，民警松了一口气，并对管某进行了批评教
育。

警方提示：管某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对警力的浪费是无法用时间和金钱计算的，甚至会
耽误下一个警情，希望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对
于恶意骚扰导致警力浪费的行为，一经查实，公安
机关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罚。（黄晓雯）

“救命”纸飞机扑朔迷离
谜底竟是熊娃恶作剧

吴江主城区的花园路堪称一条“美食路”，整
条路上烧烤、火锅、日料等应有尽有，吸引着市民
前来大快朵颐。然而最近，不少美食爱好者发现
花园路上的一排排饭店门口贴上了“关闭整改”
的字样。经了解，这些饭店因为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区“331”专班对他们作出了限期整改的要求。

自去年5月“331”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区消防救援大队配合区、镇两级“331”专班
强化源头治理，全面推进“9+1”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着力稳控辖区内火灾形势。花园路上
小饭店消防整改就属于本次“9+1”消防安全
综合治理的范畴。“9+1”即小商店、小学校、小
医院、小餐馆、小旅馆、小棋牌室、小歌舞厅、小
网吧、小美容等“九小场所”以及小微企业。

网 格 化 排 摸

多方力量治理安全隐患

“我们以街道为基本单元开展网格化排查
整治，逐家逐场所排查登记，摸清底数并建立

档案。”区消防救援大队参谋周庆告诉记者，
区消防救援大队协调全区综合治理网格员，以
及街道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人等多方力量，
对全区“9+1”场所进行排摸，以柳胥小街为
例，经过多次走访，目前登记在册的“9+1”
场所超过400家，各家的经营范围、是否住
人、业主信息等均详细记录在案。

“针对消防安全隐患较为突出的‘9+1’
场所，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各镇‘331’专班、
派出所等组成整治小组，齐抓共管，定期开展
联合执法活动，全面整治各场所存在的消防安
全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周庆说。

此外，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再萌芽，整治小
组会不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确保消防安
全隐患整改后再无“回潮”可能。

约 谈 式 教 育

送教上门化解百姓疑虑

今年5月，“331”专班联合区消防救援大

队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幸福里小区门口一家水
果店里竟然暗藏了一个培训机构，更令工作人
员吃惊的是，通往培训机构的通道只有一个不
足1米宽的楼梯，培训机构内部采用的是可燃
性装修材料，不大的房间里招收了七八十个不
满14岁的学生，种种问题暴露了严重的安全
隐患。“进入夏天，气温逐渐升高，可燃性的
装修材料在高温天气容易自燃，培训机构逃生
通道又很单一，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后果
不堪设想。”周庆说。

针对排摸中遇到的问题，区消防救援大队
以及“331”专班会对相应场所的负责人进行
现场劝导，之后还会对他们进行集中约谈或者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在早期的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9+
1’场所的消防问题比较突出，乱接电线、
堆放杂物现象比较普遍，对我们的整改要求
有些业主还存在抵触情绪。”周庆告诉记
者，针对“9+1”场所业主消防意识普遍淡
薄的情况，区消防救援大队坚持“预防为
主、宣传先行、注重实效”方针，发动义

警、综合治理网格员向业主发放宣传材料。
今年4月份以来，累计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
份；走街串巷、登门上户、“面对面”开展消
防宣传156次。

“通过我们耐心劝导，大部分业主都意识
到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现在基本上都能积极
配合我们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的整改要
求。”周庆说。

智 能 化 安 防

科技创新助力消防安全

“呜啦，呜啦……”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
起，随后，三里桥小区消防值班控制室与该小
区物业负责人手机上均收到短信通知：该小区
的东一弄15号住宅发生火灾。2分钟内值班
保安人员赶到现场并迅速将火情解除。这是智
能互联网烟感报警器遇到火灾警情时的一系列
操作。

以往的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只能发出警报

声，提醒屋内人员尽快撤离，通知消防部门或
小区物业前来救火的任务还得由人来完成。但
是火灾发生时，人们通常不能第一时间察觉，
此外，从人们发现火灾到通知相关人员之间还
有个时间差，往往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就酿
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为此，区消防救援大队以柳胥小区、三里
桥村、凌益村为试点，推行智能互联网烟感报
警器。“智能互联网烟感报警器的后台实行一、
二两级报警制度。火灾情况比较轻微的，智能
互联网烟感报警器会短信通知物业方，由保安
人员到场处理；火灾情况严重的，会同时通知
物业方以及所在街道、村的消防负责人或管理
人，由最近的消防站点到场进行处理。”周庆告
诉记者，智能互联网烟感报警器对火灾警情的
处理更精准和及时，能最大程度减少百姓人身
财产损失。

“消防安全无小事，后期，我们会在全区出
租房较多的小区进行经验推广，引导房东更换
独立烟感报警器，安装智能互联网烟感报警
器。”周庆说。

强化源头治理 筑牢安全“防火墙”
吴江区消防救援大队全面推进“9+1”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本报记者 黄新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