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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做足“功课”

宜兴公安撑起复学复课“平安伞”
去年16人因非法种植罂粟获刑

市公安局铁腕铲毒
守护一片净土

战“疫”不缺席 朱云祥在抗疫一线退休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万石镇华东石材市场25000余名外来务工
者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万石派出所民警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协
助市场管理部门开展便民服务，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图为3月26日，执勤民警正在石材市场及周边小区走访，征求群众
意见。 （通讯员 赵正伟 摄）

3月25日，对于湖氵父派出所
户籍民警朱云祥来说意义非
凡。这一天，是他光荣退休的日
子，25年的从警生涯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这一天，湖氵父派出
所为老朱举行了一场简朴而庄
重的民警退休仪式，鲜花、掌声、
祝福，场面难忘且温暖……

2020 年农历新年是朱云
祥在岗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照
计划，3 月 15 日他就将离开公
安岗位。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每
个人的生活节奏打乱，也包括
老朱。但是老朱的“乱”却是因
为主动放弃“舒适圈”，与年轻
同志并肩冲锋在战“疫”一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老民
警的担当。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020年2月5日，湖氵父镇汤省公
路查控点设立，实行24小时值守
查控工作。派出所领导考虑到
老朱年纪大又临退休，计划将他
安排在所里值守，老朱却向领导
主动请战：“我虽然马上要退休
了，但是此刻我仍然身着警服，
必须站好最后一班岗。”卡点条
件艰苦，而且上岗后一站就要一
整天。从2月5日到2月19日整
整半个月，老朱和年轻民警一样

奋战在卡口执勤的一线，每天上
岗10多个小时，查验车辆300余
辆，查验人员700多人。值守卡
口期间，无数次的弯腰、登记、核
验，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一天忙
下来，老朱累得腰酸腿疼，但始
终不曾退缩。

2月15日晚上，宜兴迎来了
2020年的第一场雪，地处山区的

湖氵父，雪来得更为猛烈。 查验了
几辆车后，短短几分钟，朱云祥
的帽檐已经一片雪白，回到车上
摘下帽子，两鬓又是一片花白。
同事都劝他回所休息，但他不搞
特殊化，“不服老不行啊……”他
笑着说，但我经常锻炼，还能跟
你们比试比试。老朱瘦削挺拔
的身形一如卡口路边落了雪的

青松，倔强又坚毅。
随着疫情好转，2月 21日，

湖氵父镇的宜兴竹海风景区即将
开放，考虑到人流量增多，派出
所抽调警力在景区门口执勤，
推进“锡康码”应用。老朱知道
后又主动请缨，从卡口岗位转
战景区岗位。每天都是重复而
枯燥的引导、督促、检查，但老
朱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牢牢
守住游客入园最后一道防线。
碰到一些不理解、不配合的市
民，老朱耐心地和他们讲解政
策，引导他们，和同事一起帮助
他们申请“锡康码”。他总说：

“湖氵父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们多
尽一点责任，湖氵父就会更美丽
一点。”

警服褪色，华发渐生，朱云
祥把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公
安事业。离开奋战一辈子的岗
位，老朱心中满是不舍。在他退
休前的最后50个日夜里，他将对
警服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维护
一方安宁上。从军装到警服，从
意气风发到双鬓斑白，几经色彩
变换，在老朱心中，初心和使命
仍熠熠发光。

（见习记者 曹 瑜 通讯员 勇
欢 赵振伟 文/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倩文 蒋若
樵 赵亚伟 张 嘎）3月30日起，按
照《江苏省中小学2020年春季学期
开学工作指引》，我市各类校园分
批次有序复学。目前仍处于疫情
防控时期，平安校园事关千家万户
的利益。随着开学季来临，校园内
外也迎来熟悉的藏蓝身影。3月30
日上午，一个个“护学岗”准时出
现，全情投入到疫情防控下的开学
安保工作中。

连日来，市公安局针对即将到
来的开学季，严格按照疫情防控下
开学安全工作指引，落实落细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和内部安全防范举
措，多点着力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
护墙。

开学前期，警方会同教育部门
每日做好信息互通和数据研判，落
实师生员工体温检测、健康状况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实时精确
掌握全市1所高等院校、200余家

中小学校、幼儿园、2所中职学校教
职员工信息和健康状况。目前，我
市共有住校留校学生6名，均无异
常情况。按照“错峰、错区域、错层
次”开学的总体要求，警方紧扣“锡
康码”注册审验、错时分批次上下
学、门卫管理、体温检测、错峰用餐
等重点防控环节，协同相关部门提
前研讨院校开学方案，确保复学复
课安全有序。各派出所纷纷提前
谋划、多措并举，提升辖区校园平
安指数。芳桥派出所民警对辖区
中小学门卫防疫安全措施、防疫物
资配备、食堂用餐安排等情况进行
检查，督促其做好开学各项安全准
备工作。大浦派出所民警对学校
教学楼、门卫等重点区域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和人
员培训，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障
学校平安有序开学。

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检
查，警方在指导学校开展自查的

基础上，会同市教育局、市卫健委
组建6个督查组，对 42所中小学
校开展疫情防控及开学准备工
作专项督查，及时发现安全漏洞
并在开学前整改到位。开学前
夕，万石派出所到万石中学开展
复学前安全检查，实地查看测温
点设置、安保力量配备及装备使
用情况，并对学校食堂、宿舍、医
务室等重点部位进行安全检查。
此外，警方严格落实开学前校园
封闭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除应急值班值守人员，其他无关人
员一律禁止进入校园；学生未经批
准一律不得提前返校；确因防控工
作需要进入校园的，一律实名登
记，接受体温检测，履行报批手
续，控制时间、范围、地点等；学校
图书馆、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
室内场馆一律关闭；学校所有场
所设施一律暂停向社会开放。开
学当天，城东派出所对校园疫情

防控入校检查点进行巡查，指导
完善开学各项准备工作，落实门
卫查验和实名准入制等相关安全
制度。

校园周边秩序同样是警方护
航开学季的关注重点。市公安局
交警部门认真做好校车安全检
查，并对校园周边道路进行实地
踏勘，联合城管部门发布《致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引导自觉遵守交
通安全法规和公共交通秩序，为
师生出行撑起“安全伞”。学校师
生既是疫情防控的“监督者”，更
是“实践者”。对此，市公安局依
托信息化手段，牵头属地派出所
会同相关部门对辖区学校师生、
职工开展疫情防控、安防知识全
员培训，制定完善细化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并对班主任、医
务、宿管、安保等岗位人员开展针
对性应急演练，提升师生员工疫
情防控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

从3月26日至4月4日，我市对室外公墓实行提前预约、分时限
流、有序开放的现场祭扫，满足部分市民群众现场祭扫需求。祭扫期
间，新街派出所民警每天一大早就到龙墅公墓上岗执勤，控制现场祭
扫人数，引导市民遵守殡葬服务机构的安全管理规定，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通讯员 陈 茜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曹 瑜 通
讯员黄韶东 黄嘉宜）今年的“春
姑娘”比以往来得早了一些，植
物花期也纷纷提前报到。在万
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一
场无声的禁毒“战役”也在打响。

罂粟花虽美，但成熟后的果
实却是加工毒品的重要来源，罂
粟花可谓是“邪恶之花”。我市
农村地域面积大，长期以来民间
非法种植的陋习，加上罂粟治
病、食疗等陈旧观念，仍有少数
群众抱着侥幸心理非法种植。
去年，全市铲除毒品原植物行动
中，共查处非法种植案件131起，
铲除罂粟22896株，16人被追究
刑事责任。当前正值罂粟花开
时节，易于发现、易于铲除。为
巩固禁种铲毒既有成效，早日实
现我市罂粟等毒品原植物“零种
植”目标，今年3月下旬以来，市
禁毒委联合公安禁毒部门、基层
派出所、禁毒社工及相关职能部
门集中开展踏查铲除罂粟等毒
品原植物行动。

铲毒行动中，各级力量紧密

协作，加强集中踏查，并利用无
人机技术对部分水域、废弃仓
库、偏僻荒地等部位进行空中巡
查，结合历年查处工作经验和分
布特点，深入开展罂粟等毒品原
植物踏查铲除，坚决做到铲毒务
尽。加大社会面宣传和法制教
育，向群众阐明非法种植的危害
和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他们的禁种
意识，动员有非法种植行为的群众
主动铲除。同时，呼吁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努力，发动群众积极举报非
法种植线索，争取早日消除这一毒
源。据统计，行动以来，共出动无
人机巡查50余架次，巡查区域超
过80平方公里；开展走访宣传
200余场次，与家禽家畜、水产养
殖户、原种毒户等群体签订承诺
书、禁止复种保证书4500余份，
禁种禁毒意识深入人心。

种一株罂粟就是违法，500
株以上就涉嫌犯罪。市公安局
禁毒部门提醒市民群众千万不
要抱有侥幸心理，观赏、药用、食
用、做饲料……无论出于何种动
机，均要依法处罚。

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71条处罚：
第七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一）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的；（二）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
者幼苗的；（三）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的。有前款第一
项行为，在成熟前自行铲除的，不予处罚。

种植罂粟超过500株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按《刑法》351
条处罚：

第三百五十一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
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一）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
较大的；（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三）抗拒铲除的。

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
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期，校园
复学安全至关重要。开学前夕，杨巷派出所组织民警实地检查入校测
温点、消杀设备等防疫配置，并对校园安保、一键报警装置等设施进行
检查，着力营造安全健康校园环境。 （通讯员 王宇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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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祥（右一）在景区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