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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明（车主身份证号：510126194904040310）将车号为晋 M87411
（车 辆 类 型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 ，车 辆 品 牌 ：东 风 牌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GAG4DX33D8108966） 转 让 出 售 给 张 铁 军 （ 身 份 证 号 ：
142701197201293655），此车辆经营权、处置权、所有权自车辆买卖协议签订
日起归张铁军个人所有，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特此声明。

●不慎将临猗县鑫昊苑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1814000299501）丢失，声明作废。

闪耀的警徽，标注神圣的使命。
诞生于红色革命根据地，脱胎于

人民军队，这支世界上首个在“警察”
名称前冠以“人民”二字的队伍，一路
走来，浴血荣光。

亮正义之剑、守万家灯火、保安居
乐业，他们的剑胆琴心、忠诚无畏代代
传承。

时针，即将指向 2021 年 1 月 10
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这是在
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
节日，这是党和人民赋予中国人民警
察的崇高荣耀。

他们，当之无愧！

出征——大战大考，方
显警魂忠勇

2020 年 8 月 26 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中国人民警察史写下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
授旗并致训词。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警察
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字字千钧，以训词为号令，中国人
民警察身姿挺拔，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出征！

出征，在国之有难、民于水火之
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时
刻，湖北 6.3 万、全国 200 多万名人民
警察，挺立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的第一线。

唯有绝对的忠诚，才能无悔地逆
行。

2020 年 1 月 22 日，首都西南大
门——京港澳高速窦店公安检查站，
这里担负着 60％离鄂返京车流人流
查控任务。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既要保证
最短的通行时间，也要做到疫情查控
不漏一人，谈何容易！

站长张库和他的战友们用连续
179天的坚守作出回答。

日均通行 1.5 万辆车、2.3 万人，过
站车辆“零失控”、过站人员“零感染”，
几个月的时间，“窦店防线”稳如磐石。

阵地守住了，张库却连母亲去世
前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他噙着泪光说：“我母亲会理解
我，因为我的身后就是首都北京，就是
2000 多万北京的老百姓。”

出征，是迎着危险上，把人民挡身
后。

庚子之夏，1998 年以来最严重汛
情突袭——全国 28 个省份遭受洪涝
灾害影响，7000 余万人次受灾。

棉船镇，江西省东北部长江中下
游的一个冲击岛。7 月 11 日，暴雨倾
盆，水势猛涨。12 时，水位已经涨到
20.86米，超警戒水位 2.66米。

滔天洪水，牵动人心。
位于岛中央的棉船派出所担负全

岛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的任务。所长梅
玉胜带着队员们徒步来到受灾严重的
光明村。

此时，光明村中的洼地已是一片
汪洋。

连续 10 多个小时的抢险，晚 11 时

许，就在路面积水到膝盖时，梅玉胜终
于背着村里最后一名老人撤离。

水位长居高位，防汛进入持久战，
已连续作战十几天，梅玉胜依然坚定：

“洪水一日未退警戒线，我就一日不离
棉船岛！”

汛情在前，湖北三分之二的民警
奔赴一线；浙江投入警力超过 8 万余
名；江西全省交管部门救助转移群众
2.4万人……

坚守到最后的守岛人，洪流中的
巍巍柱石，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是来
自人民、心怀人民的人民警察。

警徽为鉴，历史作证。
汶川地震，“警察妈妈”蒋晓娟为

一些急需哺乳的灾区婴儿喂奶，却把
自己 6个月大的孩子交给父母；

危急时刻，面对准备开枪射击的
绑匪，刑警潘堃一把推开人质，自己却
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禁毒战场，36岁的云南禁毒民警张
子权去年 12 月猝然倒在办案期间，26
年前，他的父亲张从顺在勇斗毒贩时，
遭毒贩引爆手榴弹而不幸牺牲。一门
两豪杰、父子皆英烈，让无数人动容。

隐蔽战线，国安干警王征与形形
色色的间谍斗智斗勇 30 个春秋，铲除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安插在我核心要害
部位的多个内奸……

中华民族永远铭记，每逢国家危
难时刻，每遇人民危急境地，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人民警察；哪里有党和人
民的召唤，哪里就有壮阔的出征。

守护——涓涓热血，当
为人民流淌

巍巍昆仑，茫茫雪域。
新疆塔什库尔干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最低温度零下 40 多摄氏度，
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这里
有世界最高、海拔 5100 米的国门红其
拉甫，也有与三国交界的漫长边境线。

既守国门，也守民心。塔什库尔
干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丁

发根曾扎根的马尔洋乡在县城 135 公
里之外。全乡 534 户人分散在 6670 平
方公里的高原上，他走访一遍需要一
至两个月。

丁发根的小本上密密麻麻记着牧
民们的需求，办户口、找工作、修房子、
盖羊圈……只要牧民需要的，他都管。

在派出所工作的 11 年里，丁发根
记不清走访了多少遍，翻过了多少座
山，磨破了多少双鞋，有多少次与死神
擦肩而过。

“图个啥？”有人问他。
丁发根回答干脆：“边远牧区的群

众需要我们，就是为了他们。”
2006 年 7 月 1 日，一声汽笛，划破

了雪域高原的亘古沉寂。
这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但直到它翻过海拔 5072 米的唐古拉
山垭口、越过沱沱河，才算真正爬上了

“世界屋脊”。
守护这段 582 公里“天路”的，是

青藏铁路公安局沱沱河站派出所的
67位民警。

唐古拉，雄鹰飞不过的雪山。但
山高，高不过他们的脚板。

在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在世界
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里、在世界最长
的高原冻土铁路桥下……十几年来，
他们累计巡线 30 多万公里，确保了这
段“天路”无一起影响铁路通行的事故
发生。

而他们，先后有 20 多人留下终身
病痛，甚至献出生命。

守护，不只在艰苦的边疆，也在生
活的寻常。

广东佛山，25 岁的吴嘉敏有一个
独特的小名——“110”。

1996 年 9 月 2 日晚上，嘉敏的妈
妈突然临产，情急之下，75 岁的奶奶
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巡警不到三分
钟就冲到 6 楼，用藤椅将产妇抬到车
上，孩子因及时送院得以顺利出生。
为了感谢民警，家人将孩子的小名唤
作“110”。

有困难，找警察。1986 年 1 月 10

日凌晨 3 点 15 分，新中国第一宗“110”报
警电话铃声在广州响起。

如今，全国“110”报警电话日均接警
近 30 万起。这是每天 30 万份的信任和
期盼，也是每天 30万份的守候和响应。

35 年来，链接起人民群众和人民警
察之间普通的三个阿拉伯数字“110”，有
着最简单也最丰富的诠释——一心一意
的守护。

在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2000 多名
长江航运警察护卫着母亲河的岁岁安
澜；

在祖国大地飞驰的列车上，1 万多
名铁路乘警护佑着亿万旅客每一次出
行；

在边境一线和国门口岸，广大移民
管理警察披星戴月为国戍边保平安；

此外，还有 2 万名缉毒警、16 万名刑
警、27 万名交警、150 万名派出所民警辅
警……

默默守护，却甘之如饴。因为他们，
期待化险为夷、平安祥和的时分；倾心万
家团圆、国泰民安的景象。

担当——剑出锋芒，淬炼
过硬铁军

当前，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
十年呈下降态势；每十万人命案发生数
处于世界最低行列；2019 年全国现行命
案破案率达 99.8％；人民群众对社会治
安满意度达 95.55％……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幅员辽阔
的发展中国家，这份浸润民生温情、标注
平安中国的成绩背后，是怎样的无悔担
当。

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人民安宁，新时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重
任在肩；

奋战在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反
恐怖斗争一线，国安警察筑牢护卫国家
安全的钢铁长城；

维护庭审秩序，保障法院审判执行
安全；维护检察工作秩序，保障检察工作
顺利开展，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
察履行警务保障职责、护卫公平正义；

保证刑罚执行，将罪犯改造成守法
公民；履行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等职能，帮
助迷失于歧路的人重获新生……司法行
政机关人民警察默默奉献。

担当，要敢于向最难处发力。
这 是 一 场 持 续 22 年 的“ 破 案 长

跑”。1998 年 6 月 27 日，天津宁河区一
名 8 岁女童在上学途中被歹徒扼颈窒息
杀害，当地村民人心惶惶。

“ 一 定 要 给 死 者 一 个 交 代 。”22 年
来，案件的相关物证多次送检，但都没有
检出有效物证，当地的警察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从未放弃对此案的侦破。

2020 年 5 月 6 日，检验人员终于检
出了一名男性的 DNA。5 月 13 日，犯罪
嫌疑人、天津市宁河区潘庄村刘某被办
案民警成功抓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破
获命案积案 6270 起，共抓获命案在逃人
员 5381 名，案发时间最长达 42年。

不破不休、一追到底，这是人民群众
对公平正义的殷切期盼，也是人民警察
对初心使命的铿锵回答。

担当，要切实解决好群众最愁最怨
最盼的突出问题。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相衔接，2021 年，为期
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即将收官。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三年来全国共
打掉涉黑犯罪组织3584个，打掉涉恶犯罪
集团11119个，涉恶犯罪团伙26959个。

也是在 2020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25.6 万起，共立案侦办非法
集资犯罪案件 6800 余起，破获枪爆违法
犯罪案件 2 万余起，收缴非法枪支 7.6 万
支，破获跨境赌博案件 3500 余起……

他们是斩邪除恶的利剑，是冲锋陷
阵的尖刀，是赴汤蹈火的英雄！

英雄辈出、正气浩然，一代代中国人
民警察，前赴后继、日夜兼程。

不能忘记，20 年来，中国向东帝汶、
利比里亚、海地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
派出维和警察 2700 余人次，8 名同志献
出宝贵生命；

不能忘记，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
公安机关就有 1.6 万余名民警因公牺牲，
其中 3700 余人被评为烈士；

不能忘记，近 10 年来，3773 名民警
因公牺牲，50335 名民警因公负伤；

……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已经书写在中
国大地上，也必将继续书写。

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统筹发展和安
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部署。

作为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
法力量，这是伟大祖国、复兴民族赋予的
光荣使命——

“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合法
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惩治违
法犯罪。”

中国人民警察，前进！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守护平安的人民卫士
——写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毛 鑫 鲁 畅 李 鲲 马 剑

1 月 10 日，在厦门市公安局警营
开放日活动现场，特警向市民演示警
务技能。

当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举行

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走进警营
参观互动，活动包括警务装备展示、警
务技能演练、安全知识宣传等。

新华社发（曾德猛 摄）

1 月 10 日，一名集邮爱好者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枣庄市分
公司展示《中国人民警察节》纪念邮
票。

当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中国邮政发行《中国人民警察节》纪
念邮票一套 2 枚，名称分别为“忠诚
使命”和“人民至上”，全套邮票面值
2.40元。

新华社发

1 月 10 日拍摄的石家庄市裕华
东警务站民警闫振雨。

当日，石家庄的公安民警坚守
岗位。在核酸检测现场，在高速路

口检查站，在高铁站、汽车站……在
石家庄空旷的城市道路上，警徽闪
耀，英姿飒爽。有我们在，请放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我们在石家庄坚守我们在石家庄坚守，，请放心请放心！！

新华社武汉 1 月 10 日电（记 者
田中全）“快看，排爆机器人！”“快看，警
用无人机！”在湖北省公安厅东院广场，
一群小朋友围着一件件炫酷的警用装
备左瞅右瞧，脸上写满兴奋和好奇。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
际，湖北省公安厅近日举办警营开放
日活动，邀请部分民警家属、子女走进
警营，共庆人民警察的首个节日。

省公安厅东院广场上，攀登突击
车、通讯指挥车、全地形摩托等警用特
种车辆列成方阵，点燃了小朋友们的
情绪，“这车真酷、真帅！”“你看这车轮
都比我高！”

为了让参观人员更直观地了解各
式新型警用装备的用途，民警进行实
战模拟。“这是排爆服，重约 30 公斤，
如果炸弹在近距离爆炸，它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生命。”说着，一
位民警穿上排爆服，拿上爆炸物销毁

器、便携式 X 光机以及相关排爆工具，
开始演示突发警情的工作场景。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全向机
器人、智能头盔、热成像瞄准镜、无人
机等依次展示，小朋友们连续发问，让
民警们应接不暇。

新建成的湖北省公安厅指挥大厅
里，屏幕闪烁、指示灯跳跃，充满现代化
气息。大屏幕上，一部由抗疫期间湖北
公安民警真实工作画面制成的 3 分钟
短片，让家属们感动不已。“我是第一次
看到这些画面，真没想到一线民警抗疫
这么辛苦！”一名家属边抹泪边说。

当大屏幕切换到监控视频时，小
朋友们纷纷指出画面中的地标，“这是
黄鹤楼！”“这是长江大桥！”

活动临近结束，孩子们纷纷发表
活动感言，“今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
想当特警，以后可以带着那些装备去
抓坏人”。

一群萌娃的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徐燕是 1996 年贵阳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成立时，首批 16 个接警员中
的一员。同事曾给徐燕保守地算过一
笔账，作为一线接警员，十几年她总共
接了 70多万个报警电话。

110 的发展史，是我国警务模式
改革的缩影。上世纪 90 年代电话开始
普及，各地陆续成立 110 指挥中心，群
众逐渐告别到派出所“上门报警”的历
史。现在已是贵阳市公安局 110 报警
服务台主任的徐燕说，刚到 110 工作
时，2部电话机，每天约 200个电话。

随着 110 电话量飞速增加，原有
的警务模式开始不适应治安需求。贵
阳的大十字街道曾经有一个环形过街
天桥，4 个出口分属 4 个派出所辖区。
如果在天桥上被侵害，受害人需要描
述清楚靠近哪个出口，“对地点的一问
一答中，十几分钟可能就过去了”。

改革势在必行，在大数据等技术
支持下，网格警应运而生。城市被划分
为若干网格，一支支警察队伍负责各
自网格巡逻街面。前不久，贵阳一市民
报警，称其朋友发朋友圈，有轻生的语
言和坐在高楼外檐的模糊自拍照。

徐燕将照片发送至全市网格警手
机，2 分钟内，一名民警即回复“像网
格里的一栋楼”。指令迅速下达，不到
10 分钟，警察就在 40 多层高楼楼顶，
救下了这名已经喝醉的女孩。

“110 的每一次改革，其中重要的
目的就是让警察更快到达现场。”徐燕
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现场越来越
不在实体空间，而转移到了虚拟空间，
警务模式也需要相应改革。

去年以来，贵州建设全省 110 统
一警情接转平台，以省为单位集中受
理报警，不断完善多维报警模式，视
频、语音、短信等网络报警形式功能更
加强大。

贵阳市民刘女士半夜打“黑车”回
家，司机一路不断搭话，并绕路，她心
生害怕要求中途下车但司机并不停
车。情急之下刘女士拨通了 110 微信
视频报警，警察在视频通话中安抚她
不要害怕。手机对着司机，警察告诫他

“贵阳警察看着你的，不要有别的想
法，务必安全送乘客到目的地”。

从报警到回家十几分钟，警察一
直保持视频在线。刘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接通警察视频通话，感觉自己又
活过来了，安全感一下子爆棚。”

“110 是老百姓联系警察最直接
的渠道。在 110 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
警务体系在支撑，刑警、治安、禁毒等
各个警种都在为建设平安中国努力。”
她说，有的重特大警情要求 3 分钟到
现场，“你知不知道，为了这 3 分钟，警
察有多拼”。

（新华社贵阳1月10日电）

为了最快到现场，看警察有多拼
——一个110女警眼里的“平安中国”建设

新华社记者 胡 星 汪 军

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月 10日，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一支队民警在执行任务。
这是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队伍。他们恪尽职守，甘洒热血，舍生忘死。他们守护平安中国，捍卫国家安全，

维护公平正义。今天，他们迎来了自己的节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新华社发（贺家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