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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壬田派出所袁有这样一名
辅警袁 他自 21岁起袁 就投身公安事
业袁这一干袁就是 23年遥 23年来他面
对灾难没有畏惧袁 面对歹徒没有退
缩袁靠着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袁默默
无闻的付出袁 守护着壬田人民的平
安遥 这个人就是钟庆华遥

钟庆华在辅警岗位上袁一干就是
23年袁任劳任怨袁从不叫苦叫累遥 经
常有朋友不解地问他院野你又不是警
察袁做的再好也没前途袁干嘛那么拼
命钥 冶听到这样的话袁钟庆华总是说院
野虽然我不是警察袁但是言行举止袁工
作状态代表的是一名警察的形象袁所
以我不能给警察丢脸冶遥

钟庆华不仅是这样说袁更是这样
做的遥 2014年 6月 12日袁壬田镇某
居民家失火袁家中厨房的煤气罐已经
着火袁周围都是密集的房屋袁人口集
中袁一旦发生爆炸袁后果不堪设想遥和
所里的民警出警到达现场的钟庆华袁
得知情况后袁二话不说袁拿了一条湿
毛巾袁冲进火场袁把正在燃烧的煤气
罐提了出来袁 搬到安全地带将火扑
灭遥 群众的安全得到保证袁钟庆华不
怕危险尧抱着燃烧的液化气罐的冲出
去的身影袁 也深深地印在群众的心
中遥

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袁对待群众认
真负责遥说到钟庆华袁他的吃苦耐劳尧

爱岗敬业尧一心为民的品质袁一直被
很多群众津津乐道遥 2017年夏的一
天袁天气预报播报即将下暴雨袁正在
下村走访的钟庆华马上配合镇村干
部开展防汛工作遥 当他来到高轩村
时袁看到一对 80多岁的老年夫妇袁住
在年久失修的土坯房里遥 眼看暴风
雨就要来临袁得将老人迅速转移至安
全地带袁然而老人体弱多病袁行动不
便袁钟庆华赶紧背起老人袁将老人送
至安全的房屋安顿好袁老人感动得热
泪盈眶遥

钟庆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
地人袁是所里的野活地图冶袁他充分发
挥人熟地熟的优势袁扎实工作袁在追
逃工作上技高一筹遥平均每年劝逃追
逃十余人次袁仅 2017年度袁钟庆华就
抓获网上逃犯 12名遥

2015年袁 在追捕一名壬田籍网
上在逃人员时袁 因嫌疑人狡猾多疑袁
居所不定袁 追逃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遥
钟庆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袁迅速摸
清该嫌疑人的落脚点遥因嫌疑人落脚
点安装的是防盗铁门袁 抓捕不便袁钟
庆华主动请缨袁忍着蚊虫叮咬袁整夜
蹲守在嫌疑人落脚点外袁一早袁嫌疑
人出门时袁 民警和钟庆华一拥而上袁
准备对其进行抓捕时袁狡猾的嫌疑人
发现后立马往房后的水田里跑袁钟庆
华一马当先袁紧追不舍袁在追赶上数

百米后一把将嫌疑人扑到在地袁嫌疑
人为了逃避抓捕袁转身与钟庆华扭打
在一起袁然而袁钟庆华死死抓住嫌疑
人不放袁后与赶上来的民警一起将其
控制并抓捕归案遥

在派出所工作袁调解纠纷袁是一
项必修课遥 而作为在所里工作了 23
年的老同志袁在调解纠纷上袁钟庆华
是壬田派出所的金牌调解员遥 公平
公正尧耐心细致尧换位思考袁这是他
调解纠纷的 野三大法宝冶遥 2017年袁
蔡某来到壬田镇青龙村投资开办服
装厂袁在为服装厂做水电工程时袁因
劳资与杨某产生纠纷遥 杨某多次到
服装厂吵闹袁扬言拿不到钱要采取
极端措施遥 钟庆华得知情况后袁主
动靠前袁了解情况袁并开展调解工
作遥 通过钟庆华耐心细致的工作袁
对当事双方动之以情尧 晓之以理袁
最终化解了矛盾袁促使双方达成协
议遥 当事人对钟庆华认真负责的工
作作风表示满意袁还专程送去锦旗
致谢遥

在朋友眼中他在工作上是个拼
命三郎袁 在同事眼中他是个可靠的
战友袁 在群众眼中他是个为人民服
务的好警察遥 钟庆华说院野虽然我只
是一名普通的辅警袁 但只要我穿起
了这身衣服袁 我就要对得起这个职
业浴 冶

我市 2018年夏秋季征兵定兵会议召开

236名好青年
应征入伍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9月3日袁我市 2018
年夏秋季征兵定兵会议召开遥 市委常委尧常
务副市长尧 市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宪柏袁
市委常委尧市人武部长尧市征兵领导小组副
组长尧征兵办主任李泽民袁副市长钟铮袁市人
武部政委刘波等出席会议遥 市征兵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负责人尧市廉洁征兵监督员尧接兵
部队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今年军分区分配给我市新兵任务 236
人袁我市定兵 236 人袁入伍新兵将于 9月 10
日起运袁14日运送完毕遥会议要求袁要严格落
实责任袁加强兵员交接前的管理袁加强组织
领导袁周密组织好新兵输送和欢送袁要严格
落实廉洁征兵袁确保安全尧圆满地完成今年
征兵任务遥

本报讯 渊见习记者邓雪萍冤近
日袁 省发改委召开全省加大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工作会议遥 会议通报了全省铁
路建设尧综合交通建设尧开发区改
革和创新发展等 5 个三年攻坚行
动计划遥 三年内袁将全力推进在建
的 6 条铁路建设工作袁 力争新开
工 4 条铁路袁 其中瑞梅铁路就包

括在内遥
瑞梅铁路起于赣瑞龙线瑞金站

引出袁经瑞金市尧会昌县尧安远县尧寻
乌县尧广东省梅州平远县尧至梅州市
引入既有漳龙铁路梅州站袁 新建线
路全长约 237 公里袁 项目总投资约
150亿元遥其中袁在赣州市境内线路长
163 公里袁设车站 19 座袁投资约 100
亿元遥

城乡低保专项治理深入推进

570户 1537人
被清退

本报讯 渊刘明辉 记者朱燕冤9月 3日袁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袁自上月我市开展城乡低
保专项治理以来袁通过信息核查比对袁清查
出违规领取城乡低保 570户 1537人袁并启动
相关程序追缴违规领取的所有低保资金并
退回财政局专户遥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袁纠正
城乡低保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行为袁进一
步提升经办服务能力袁切实发挥低保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袁确保工作规
范化尧制度化尧阳光运行遥 8月初袁我市启动开
展城乡低保专项治理活动袁集中治理野人情
保冶 野关系保冶 野错保冶 野漏保冶袁不断提升城
乡低保和特困供养管理服务精准度袁 巩固
野应保尽保尧应退尽退冶成果袁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遥

强化组织领导遥 成立了低保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袁召开专题会议袁对低保清理和
规范工作作了详细安排部署袁制定印发了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袁开展了干部职工近亲属低
保诚信申报工作遥

加大查处力度遥 对野四个意识冶不强尧责
任落实不到位尧工作作风不扎实的乡镇袁不
定期对农村低保等社会救助领域违法违纪
违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遥 用身边人身边事
开展警示教育袁强化压力传导袁提升基层低
保经办人员特别是村渊居冤委会干部的野高
压线意识冶袁促进责任落实袁推动各项救助
政策全面落实袁确保野兜得住尧兜得牢冶遥 市尧
乡渊镇冤尧村均设立了监督电话和举报箱袁对
接到的举报袁 由市民政局配合市监察委逐
一调查遥

加强信息核查遥 按照市精准扶贫攻坚
战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精准扶贫数据比对及
问题整改提升扶贫精准度的实施方案袁将
低保对象信息与人社尧社保尧城建尧公安尧市
场监督管理尧国税尧地税尧金融尧公积金等有
关部门进行核查比对袁 并安排乡镇逐一走
访低保对象袁实地查看家庭住房尧实际生活
情况袁 确保低保对象家庭基本情况的真实
性袁 严肃查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野人情
保冶野关系保冶野错保冶野漏保冶 等违规享受低
保现象遥

通过此次信息核查比对袁取消的城乡低
保 570户 1537人中袁 涉及家庭购买车辆 69
户 236人袁领取社保人员 47户 127人袁购买
房产 19户 56人袁个体工商户 23户 48人袁财
政供养人员 29户 72人袁 有公积金 29户 72
人袁其违规领取的所有低保资金现已启动相
关追缴程序遥

新学期开
学袁象泽幼儿园
开展新教师大
型户外教研活
动袁旨在促进教
师专业水平快
速提升遥图为活
动现场遥

曾粮玉摄

平凡的坚守 无言的忠诚
要要要记公安壬田派出所辅警钟庆华

阴廖俊卿 本报记者郑薇

瑞梅铁路有望三年内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