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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公安队伍里袁有这样一位民
警袁曾经五年戍守边疆袁头枕边关冷月袁
身披雨雪风霜袁 用青春筑起钢铁长城曰
退伍后袁他脱下野橄榄绿冶的军装穿上
野藏蓝色冶的警服袁巡逻在大街小巷袁守
卫着万户千家遥 这位野传奇冶民警袁就是
詹骏雄遥

紧握钢枪 保家卫国
1990 年出生的詹骏雄袁2009 年入

伍袁2014年退伍袁在新疆警卫局服役遥退
伍后袁2015年参加公安工作袁 任新疆喀
什地区特警支队特战大队队员袁2017年
7月调回家乡公安局袁 任象湖派出所民
警遥

2009年冬天袁19岁的詹骏雄独自乘
坐火车离开了家乡袁 到了祖国的边陲袁
遥远的新疆遥 当兵很苦袁在新疆当兵更
苦遥 他忘不了在西行的列车上坐了两天
两夜袁才抵达新疆曰忘不了夜晚穿着棉
大衣站岗放哨袁 却仍冻透骨头的滋味曰
忘不了顶着烈日袁在地表温度 60摄氏度

的戈壁上狂奔的痛快曰忘不了西北边陲
的空静和思念家乡时的孤独噎噎一个
又一个四季的轮回袁在山高路远尧贫苦
陡峭尧环境艰险的边疆袁詹骏雄从一个
青涩的少年袁迅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人
民卫士袁用青春与热血袁默默地守护着
祖国的边疆遥

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冶遥每一个士
兵袁都有面临选择的一天遥 面对退伍袁
詹骏雄原本是想听取家人的建议袁返
乡置业遥 然而在定火车票的那一刻袁詹
骏雄迟疑了袁 他忘不了军帽上面的那
块金色盾牌袁 决定到公安队伍中继续
奉献自己的光与热遥 在做下这个决定
后袁詹骏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袁尤
其是把这个想法袁 与他伯父詹晓明沟
通遥 他的伯父詹晓明袁是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遥 2002 年 4 月 18 日袁时任市公安
局象湖派出所所长的詹晓明在巡逻盘
查可疑人员时袁 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
车撞飞遥 经过全力抢救袁昏迷几个月的
詹晓明醒了过来袁但造成了高位截瘫遥

詹骏雄的决定袁 得到了伯父詹晓明以
及家人的一致支持遥 2015年袁他在新疆
加入了公安队伍袁 成为了新疆喀什地
区特警支队的一员遥 在那里袁他听到尧
感受到了太多太多英雄的故事遥 这些
故事更加坚定了他的初心袁 激励着他
更加努力地训练袁 只为在人民需要的
时候袁 自己能成为一面守护平安的金
色盾牌浴

不忘本色 奉献家乡
2017年 7月袁詹骏雄从反恐一线调

回家乡瑞金袁被分配到象湖派出所遥 五
年边疆的军旅生活以及三年的反恐一
线经历袁 让他更懂得平安二字的涵义遥
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袁与之前的工作经历
完全不同袁没有了轰轰烈烈袁更多的是
平凡琐碎遥 但是袁转变的是职业袁不变的
是初心遥 他迅速转变角色袁吃苦耐劳袁虚
心好学袁 迅速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
察遥

今年 7月初袁我市妇幼保健院和人

民医院附近袁频频发生电瓶车被盗事件遥
在经过大量调查后袁迅速锁定一名犯罪
嫌疑人遥 由于该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
反侦察意识袁为了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
案袁詹骏雄与同事多日在人民医院附近
昼夜蹲守袁7月 5日凌晨袁犯罪嫌疑人沈
某荣再次作案时袁詹骏雄与同事乔装打
扮后靠近袁一个健步上前袁成功将犯罪嫌
疑人沈某荣抓获袁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遥

一年以来袁 詹骏雄立足岗位袁服
务群众袁打击违法犯罪袁共计救助群
众五十余起袁调解纠纷一百余起袁办
理行政案件三十余起袁 办理刑事案
件二十余起袁 为群众挽回损失十余
万元遥

野军队警队袁不同的着装袁却同样的
神圣袁曾经作为一名军人袁我骄傲袁现在
作为一名警察袁我自豪遥 不管是军人还
是警察袁我永远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真谛袁不忘初心袁继续前行浴 冶八一
节时袁詹骏雄感慨地说遥

不留一块隐患死角
市消防大队开展九小场所消防产品检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连日来袁市消防大队执法

人员深入野九小场所冶开展消防产品检查,严控源头火
灾隐患袁不留一块隐患死角袁进一步规范和整顿消防
产品市场秩序,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遥

野九小场所冶规模小尧位置分布偏散,对消防设施
的建设维护投入严重不足,火灾安全隐患凸显,导致
野小火亡人冶情况发生遥每到一处,执法人员对野九小场
所冶各场所灭火器尧应急照明灯尧消防水带尧水枪等消
防产品是否符合市场准入制度尧 产品质量是否符合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尧产品外观标识尧结构部
件尧材料尧性能参数方面等内容进行了细致排查,根据
叶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曳对消防产品的外观标
识尧结构部件尧材料尧性能参数等进行了现场检查判
定,发现了部分场所存在灭火器配置不足,部分消防
产品做工粗糙和质量不过关等情况,执法人员下发整
改通知书, 要求场所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
作,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立即整改火灾隐患,
及时更换老化失效消防产品和添置合格消防器材,确
保场所消防安全万无一失遥

本报讯 渊梁达华 记者温庆
本冤8月 3日袁 市电商孵化园举行
国家级众创空间揭牌仪式袁 标志
着我市电商孵化园已成为国家级
众创空间袁 将为创业者提供良好
的工作空间尧网络空间尧社交空间
和资源共享空间遥

众创空间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作用袁 有效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尧 国家高新区尧 应用创新园
区尧科技企业孵化器尧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有利条件袁 着力发挥政策
集成效应袁 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
合尧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尧孵化与投
资相结合袁 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
工作空间尧网络空间尧社交空间和
资源共享空间遥

几年来袁我市贯彻落实野大众
创业尧万众创新冶的精神袁以野电商
双创孵化示范基地冶野国家级众创

空间冶和野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冶
等资质品牌为依托袁砥砺奋进袁创
新求实袁持续整合各方资源袁积极
对接政府尧高校尧企业尧金融机构等
相关组织和实体袁 紧密联系企业尧
商户尧农户尧投资人等携手创新创
业袁互利共赢袁促进众创尧众包尧众
扶尧众筹的有机融合与发展袁有效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尧市场和乡村振
兴计划的共同发展与实现遥

电商孵化园占地面积 46.3
亩袁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袁由四栋
大楼组成遥 该园于 2015 年 11 月
11日正式开园袁 期间不断完善园
区基础设施尧提高服务质量袁着力
为入驻企业尧双创团队尧个体等构
建野一站式冶办公尧野一条龙冶服务
的优质服务体系袁 为入驻企业和
个体降成本尧 提效益袁 打造服务
野双创冶新亮点袁为野大众创业尧万

众创新冶 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该园 2016年达到网销额 9.61
亿元袁2017 年网销额更是突破了
15亿袁为瑞金的经济增长袁打开了
新的突破点遥 目前入驻商户已达
到 185家袁增加创业就业人员 500
多名, 带动 1000多人在电商行业
就业和创业袁 为我市农产品的上
行创造了良好的销售渠道遥 经过
两年的努力袁 市电商孵化园于
2016年 3月被赣州市商务局认定
为 野赣州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冶袁
于 2016年 12月被江西省科学技
术厅认定为 野省级众创空间冶袁于
2017 年 12 月被江西省服务业发
展领导小组认定为江西省现代业
服务集聚区袁 园区企业飞麦公司
和淘实惠公司被赣州市商务局评
为 2017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遥

撞了路边车 逃逸被拘留
本报讯 渊钟亚江 记者赖长营冤日前袁一辆停靠

在桦林路边的黑色轿车被一小车碰撞袁 损失严重袁
肇事车遗留一红色后视镜在现场袁肇事驾驶员逃离
现场遥

市安局交管大队当天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袁迅
速赶赴现场勘查取证袁但现场周边无监控设备袁除了
红色肇事车外无其他任何信息袁侦查破案陷入僵局遥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中队接到值班民警报告后袁
高度重视破案工作袁本着野群众利益无小事袁严处交
通肇事逃逸冶的理念袁调集六人成立专案组袁立即紧
锣密鼓地开展现场调查尧视频侦查尧走访修理厂和信
息研判等工作袁集中警力搜寻红色肇事逃逸车遥 走访
调查组摸排无效噎噎视频侦查组由于事故现场周边
无监控设备袁只能结合案发时间和现场勘查结果袁海
量调阅全市天网及交警卡口视频资料袁终于袁历时五
天四夜后袁7月 25日袁专案组民警成功地锁定赣 BD鄄
CXXX为肇事嫌疑车袁 并强力敦促肇事人杨某钰于
当日投案接受调查袁成功破获野7窑21冶交通肇事逃逸
案遥

经查袁7月 21日 01时许袁杨某驾驶赣 BDGXXX
小车沿桦林路由南往北行驶时袁 撞到一辆停靠路边
的黑色奔驰越野车袁造成两车受损遥 事发后袁杨某驾
车逃逸遥 目前袁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杨某钰被处以行
政拘留 12日的处罚遥

不忘本色 再立新功
要要要记公安象湖派出所民警詹骏雄

阴本报记者钟先海

电商孵化园获评国家级众创空间

暑假期
间袁很多家长
带着孩子前
往博物馆尧革
命旧址群等
地参观学习袁
补充孩子们
的课外知识遥
图为 8 月 4
日一位家长
带孩子在博
物馆参观遥

实习生宋燕灵
本报记者刘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