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 荣倬翊 视觉 湛肹 组版 吴婷

周
刊

现将机动

车 违 法 非 现

场 执 法 信 息

（电子警察）、

驾驶人记分信

息、驾驶人违

法信息、被扣

留车辆驾驶证

逾期 未 接 受

处 理 公 告 信

息、各类交通

管 制 措 施 信

息 公 布 在 无

锡 公 安 交 通

信 息 服 务 网

（http://jxj.

wuxi.gov.

cn）。敬请广

大 驾 驶 人 查

询。

◆他是社区里公认的“老娘舅”◆
今年54岁的江宝华，2001年

10月从部队转业至公安队伍，现在
是宜兴市环科园派出所社区民警。
他管辖的绿园社区，位于新街街道
中心区域，包含居民小区24个，实
有人口1.5万余人，是辖区面积最
大也是人口最多的社区。

从事社区警务多年来，江宝
华每天一有时间就去社区里转
转，为了确保辖区安宁，他细致巡
查、化解矛盾，将许多问题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被大家亲切地唤
作“老娘舅”。

2019年9月16日，江宝华像往
常一样在辖区里巡逻，远远就听到
两名女子争执的声音。“你欠钱不还
还有理了！”见此情景，江宝华立马
上前制止了两人的争吵，并将两人
带至调解室做进一步了解。得知两
人是好友，因借钱还钱的问题闹得
不可开交。在调解室，当事双方依
然互不相让。经过江宝华的耐心劝
说，两人左思右想，觉得他都是站在
双方利益得失上考虑的，都是为了

她们好，最终，双方在江宝华的调解
下握手言和。

◆疫情防控，他做“排头兵”◆
疫情期间，大年初一刚值完班

的江宝华在年初三又来到了长深
高速宜兴口参与执勤工作，配合做
好入宜车辆及人员情况的检疫核
查工作。

“十几年前‘非典’抗疫的时候，
我和同事们也是奋战在一线，顺利
完成了各项任务，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是大家没有一丝抱怨，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回忆起2003年的“非
典”，江宝华记忆犹新。如今面临新
的疫情，年过五十的江宝华再一次
和战友们上战场。

除了在长深高速宜兴互通执勤

外，江宝华依旧不忘自己管辖的社
区，为了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他白
天黑夜连轴转，连续加班加点近两
个月，第一时间核查下发数据，加强
社区防控巡查，主动摸排社区人员
情况，配合社区做好隔离工作的同
时做好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

“一天接打100多个电话”“连
夜完成 50 多户人员落地摸排工
作”，这是54岁的社区民警江宝华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一天的
工作数据。“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作
为民警我们一定要冲在一线，和医
生、社区还有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保护好城市，保护好群众，守护好我
们的家园。”江宝华在提及自己春节
期间坚持每天加班巡逻、排查的时
候特别有成就感。

◆“群租房”安全，他挂在心间◆
为加强公共安全管理，针对群

租房面广量大、安全问题突出的情
况，江宝华把深入推进群租房安全
管理整治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消除噪声扰民、楼道脏乱、治
安隐患、消防隐患等风险隐患，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宝
华对辖区开展了地毯式大排查大
整治，打造宜兴首批群租房整改样
板房。

在一次出租房例行检查中，江
宝华发现，辖区某户居住的都是务
工人员，但并没有按照规定签署租
房协议，房东也未按规定落实人员
身份信息登记。发现这一情况后，
江宝华经深入调查，依法对房东邵
某进行了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江
宝华从租房安全管理角度考虑，积
极与承租单位负责人沟通协调，对
该群租房在原有基础上加强管理，
整改室内线路、设置制度张贴栏、增
添消防逃生应急包和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将其打造为宜兴第一批群租
房整改样板房。 （周梦芸）

扎根社区的“老娘舅”

新丰苑社区主要由两个拆迁安
置房小区组成，人员构成复杂，由此
带来的矛盾纠纷、警情案件、安全隐
患也就相对较多，特别是治安案件
频频发生。面对群众反映的治安问
题，他积极探索解决方法，从而萌生
了一个想法：“在信息化时代，警务
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紧跟时代脚
步。”他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用高科
技的智慧警务来服务群众。

沟通街道、协调物业、制订方
案……那一段时间，秦博东奔西走，
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仅警务室的
区域划分他就动足了脑筋，24小时
自助服务区、综合指挥调度区、警民
议事恳谈区，所有的功能区都是秦
博走访调研、细致认证可行性的结
果，为了兼顾服务群众和社区管理，
他知道必须将警务室的作用发挥到
最大。最艰难的无疑是监控探头的

位置，为了确保整个社区无死角无
盲区，他逐个点位反复确认，切实让
社区群众住得安心。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和没日没夜
的加班加点，2018年10月，无锡首
个智慧警务室在新丰苑社区建成。
警务室实现了全天候警务服务，人
脸识别、高空鹰眼、智能门禁等，构
筑起一套智能安防系统，大大降低
了发案率。2019年1月，智能安防

系统识别到了一名可疑人员，就在
他准备盗窃电动车时，秦博便带着
特勤赶到现场将其抓了个正着。

为警一任，安定一方，秦博在
走访中倾听，在倾听中思考，在思
考中执行，在执行中化解，智慧警
务给社区带来了实打实的改善，
2019年社区的可防性案件发案数
同比下降了25%。

（孙超）

拳拳匠心，打造智慧警务室

已过而立之年，3年的公安工作
让秦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当问起
医生和警察职业的区别和联系时，
他说，医生是消除身体上的疾苦，而
警察是维护社会安宁，但这两种职
业都是为百姓排忧解难。每当看到
群众殷殷期盼的目光、遇到百姓满
怀期待的求助，挺身而出是一名人
民警察的职责和使命，秦博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

2018年12月的一天晚上，秦博
接到报警称某商场楼顶有一女子要
跳楼，到达现场后他看到一个女子
跨坐在栏杆上，当时正下着大雨，栏
杆很滑，女子喝了酒，因感情问题边
哭边打电话，仅有一只手抓着湿滑
的栏杆。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秦博脑
海中只有一句话：“我要救她，千万
不能出事！”他和同事一起，边和那

个女子聊天，边拿出手机假装打电
话汇报，乘机靠近，就在那个女子
擦脸上雨水的功夫，他冲上去一把
抱住该女子，把她从栏杆上拽了
下来。

把女子带回所内后，秦博为稳
定她的情绪，还准备了热水和食
物，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苦口婆心
的劝解，待她心情平复后才送其回
家。一个月后，女子打来电话，告

诉他自己现在过得很好，感谢秦警
官救命之恩。

曾经为医，而今为警，秦博对生
命有更深的理解。疫情来临，他主
动请缨，承担起所内的消毒任务，给
战友们的工作提供保障，同时，他还
给居家隔离中的群众运送物资，成
了社区的“快递小哥”。双重身份，
双倍信念，疫情当前，秦博的为民之
心更加坚定。

勇者仁心，救群众于危难

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擒
敌拳、警务技战术……炎炎
烈日下，豆大的汗珠顺着脸
庞滚落，学医的秦博未受过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但他没
有丝毫退缩。

2017 年 9 月新警培训结
束后，秦博分配到新吴公安分
局坊前派出所担任新丰苑社
区的社区民警。从医生到警
察，角色的转变并不容易。为
了尽快熟悉业务，每天下班
后，秦博都要多抽出几个小
时，认真研究接处警工作规
范、钻研矛盾纠纷化解的技
巧、挨家挨户走访了解群众需
求，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
他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下来，短
短几个月的时间，写满了3本
笔记本。

2017年底的一天，李阿姨
来到警务室求助，她上午搬家
的时候，工人把一台冰箱放在
了垃圾箱旁，被一个路过的收

废品大爷当旧冰箱给搬上车
拉走了。秦博听完赶紧去监
控室查看，却只能看到大爷把
冰箱拉出小区，具体去向不
明。看到李阿姨失落离去的
背影，秦博下定决心要帮李阿
姨找回冰箱。

拿上照片，他到周边各个
回收站、维修店挨家挨户去询
问，看看有没有认识这个大爷
的，从早上找到晚上，没有任何
有用的线索。第二天一早，秦
博又开着车在辖区内巡逻，每
看到一个收废品的人，都下车
去询问。功夫不负有心人，秦
博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大爷，
并取回了冰箱。

直到现在秦博还记得，当
他把冰箱送到李阿姨家门口的
时候，李阿姨那一脸的惊讶和
欣喜。虽然这件事情很小，却
是他从警后第一次被居民拉着
手说谢谢，那种成就感是无与
伦比的。

赤诚丹心，做好每件小事

他，12小时走访
上百家店铺，只为帮
助群众找回一个冰
箱；他，不顾危险奋
勇向前，只为挽救轻
生女子；他，加班加
点研究智慧安防系
统，只为让社区更安
全……新吴公安分
局坊前派出所民警
秦博，曾是医院检验
科的一名医生，现在
却是社区群众离不
开的“小秦警官”。
隔行如隔山，职业的
转变意味着一切都
是从零开始，但他用
毅力和智慧，让青春
在警营中绽放。

为圆儿时梦，跨界从警秦博

江宝华
他是一名从军16年的老兵，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洪亮的入警誓

词中，戎装换警服，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是一名扎根基层19年的社
区民警，把社区当成家，视群众为亲人，用责任和担当书写着从警无悔
本色。“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他在社区这一平凡岗位坚持坚守、
深耕细作，被辖区群众亲切地称为“老江”“老娘舅”，他就是江宝华。

无锡市公安局滨
湖分局荣巷派出所在
日常治安管理中，暂
扣一批无主电动自行
车（车辆详情：1. 品
牌：天爵星 颜色：红
色 电机号：48V350
WS708072204；2.品
牌：无 颜色：黑色 电
机号：48VNH16023
38260BRAKE；3. 品
牌：豪顺 颜色：黑色
车架号：2482120911
01302；4.品牌：爬坡
王 颜色：蓝色 车架
号：XDY20816084V
80606520；5. 品牌：
里程王 颜色：红色
电机号：20316048V
8051113680；6. 品
牌：无 颜色：黑色 车
架号：10392110021
3709 电机号：48V1
1053027）。现根据
有关规定，对上述无
主电动自行车予以公
告，希望车辆所有人
在公告后六个月内，
携带相关证件至我所
认领。如逾期未领，
我所将对上述车辆予
以依法处理。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