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
员 陈平） 2 6 日，首届“章丘最美警
察”评选活动落幕，王荣强、索玉德等
十人当选“章丘最美警察”，景慎兵、孙
贺恩等十人获得“章丘最美警察”提名
奖。

今年5月，为“弘扬时代主旋律、凝

聚公安正能量”，章丘市公安局和章丘
市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了首届“章丘最
美警察评选活动”。按照评选活动方案，
评委会根据候选人实际情况，提出“章
丘最美警察”人选和提名奖人选，经单
位推荐、投票选举和评选委员会审定，
最终确定各十人获得“章丘最美警察”

荣誉称号和提名奖。
在这二十名获奖者中，多数是来自公

安基层一线的优秀民警和中坚力量，其中
有3名女同志，有12名为普通民警。他们通
过各自不同的感人事迹，共同展现了章丘
警务人员的职业素养、敬业精神和爱民情
怀，向社会传播公安“正能量”。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高俊 张用金 ) 6月23

日，章丘市圣井镇大雷村村民陈新
元与其父陈辉来到章丘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向交警们送上了“为人
民服务”的锦旗。原来，前几天他刚
刚出生的孩子因病急需到济南抢
救，正是交警们的全力帮助，为孩
子赢得了宝贵的生命时间。

6月15日傍晚，陈新元的妻子经
过艰难的手术，最终剖腹产生下一
个宝宝，但经过医生诊断，孩子心
肺功能不全，生命垂危。当地医院
受医疗条件限制，无法进行有效救
治，急需送往济南市儿童医院抢
救。

担心孩子安危的陈新元在焦
急之下拨打122求助。章丘市公安交
警大队城区一中队副队长韩云岗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立即与求助
人取得联系，确定准确位置，并迅
速赶往陈新元所在位置。

因正值交通高峰期，为确保患
儿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济南市儿
童医院，韩云岗决定将孩子及其家
属转至其所驾驶的警车内，急赴济
南。在途中，为避免婴儿对气温等
情况的不适应，韩云岗关闭空调，
嘱咐患者家属不要给孩子捂得过
严，随时查看孩子动态。

一路上，警车拉起警笛，提醒
过往车辆避让，原本需要1小时20分
钟的路程，最终只用了40分钟，便将
患儿顺利送到了济南市儿童医院。
由于及时送至医院，经过医生的救
治，危重患儿已转危为安。

“当时一心顾着孩子，也没有
好好跟交警道谢。”陈新元的父亲
陈辉说，有了交警同志的争分夺
秒，才换回了孩子的生命。“现在孩
子好好的，多亏了交警同志，今天
特意赶来表达谢意。”

新生儿生命垂危急需转院

交警驾车

“开路”救人

王荣强，男，汉族，1980年11月出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2年参加公安工
作，2005年调入章丘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工
作，现任指挥中心综合科科长。

从警 1 2年来，王荣强一直坚守在
“110”指挥中心工作岗位上。在别人看来，
这里的工作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接听报警
电话，可他明白，电话的背后，承载的是群
众对警察的信任，甚至是照亮生命的最后
曙光。

“110”是打击违法犯罪和服务人民群
众之间的一条连心线、生命线，是维护法
制尊严，保护人民利益的高速通道，它通
过一根电话线联系着千家万户，联系着章
丘百万父老乡亲。

“110不是二线是一线，而且时时刻刻
在前线。我们接警环节快一秒，就等于受
伤群众能早一秒得到救治、违法犯罪分子
就能早一秒被抓获、矛盾纠纷就能够早一
秒被化解，看起来短短的一秒，但是这一
秒的效果和作用却是巨大的。”王荣强说。

在指挥中心工作的3299个日日夜夜，
王荣强和战友们日夜坚守，参与处置警情
6 . 5万余起，通过接处警直接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4000余人，救助群众1 . 6万余人
次。面对成绩，王荣强也感慨万千。他说，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人民群众
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他们都十分清楚，一
个真正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民警，就得始
终牢记宗旨，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践行“立警为公，忠诚为民”的诺言。

指挥中心是公安机关的“司令部”、
“参谋部”，在担负110接处警工作的同时，

还担负着重大突发事件和重要安保警卫
任务的前沿随长指挥工作、综合协调、信
息保障等任务。

2013年5月，章丘先后发生了“5·20”
保利民爆济南科技公司特大爆炸事故、

“5·23”埠东粘土矿透水事故。事故发生
后，按照工作安排，王荣强负责市公安局
主要领导的指挥工作及传达工作，具体做
好局领导工作指令的下达、一线信息和工
作情况的汇总及局领导所需文件材料的
搜集、撰写和物品保障工作。

为确保指挥工作有力有效，事故救援及
现场处置工作稳步推进，王荣强加班加
点、日夜奋战，从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就一
直扑在事故现场，一干就是9天。其间，他

平均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在事
故现场，他跟随领导到中心现场查看情况，到
各执勤点统计人数，到指挥部接受指令，到各
工作组领取材料，有时他还发挥警察身份的
便利优势，主动承担起部分重要会议的秩序
维护和安保工作，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近年来，王荣强先后荣获全省三基工
程建设先进个人、章丘市优秀共产党员、
三次被授济南嘉奖、四次被评为年度优秀
公务员，多次被评为信息调研工作先进个
人。面对荣誉，王荣强并没有停下前进的
脚步，而是更加踏实、认真地走好每一步，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优秀人民
警察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铮铮誓言。

(王帅 陈平)

“章丘最美警察”之王荣强：

干干了了1122年年，，经经手手案案子子66万万多多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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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首首届届““最最美美警警察察””评评选选揭揭晓晓
10人获荣誉称号，10人获提名奖

1、景慎兵，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二中队指导员

2、孙贺恩，男，三级警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度科副科长

3、赵 昭，男，二级警司，市公安局辛寨派出所民警

4、高坤来，男，二级警督，市公安局埠村派出所民警

5、赵健壮，男，三级警督，市公安局白云湖派出所民警

6，董宝义，男，二级警督，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民警

7、郑继涛，男，三级警督，市公安局刁镇派出所副所长

8、孟 凯，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警

9、韩式峰，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刁镇派出所副所长

10、赵建山，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文祖派出所副所长

1、王荣强，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综合科科长

2、索玉德，男，二级警督，市公安局枣园派出所民警

3、张永湖，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队长

4、张 岳，男，三级警司，市公安局吕家寨派出所民警

5、王 静，女，一级警司，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科副科长

6、范建壮，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宁家埠派出所民警

7、邱旭光，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

8、李锦清，女，三级警司，市公安局明水第二派出所户籍民警

9、刘乐亮，男，一级警司，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民警

10、刘士艳，女，三级警司，市公安局双山第一派出所户籍民警

●“章丘最美警察”名单 ●“章丘最美警察”提名奖名单

患儿家属为交警送上锦旗。

王荣强在110指挥中心接听市民来电。（资料片）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
理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各
种零活。 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

理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
电齐全。个人房产，非诚
勿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
作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
程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门
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挂 失
侯伟光身份证，
370181198412081139丢失
特此声明。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
电 齐 全 。电 话 ：
137054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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