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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冷面孔”化解矛盾“有一套”

黄岐派出所社区民警范海荣严肃执法热情为民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蔡健斌

铁面无私、热情服务，看似矛盾的

特质，却在黄岐派出所黄岐社区民警中

队岐阳警务室民警范海荣身上并存。 投

身社区警务 20 年里， 范海荣在工作中

公正严明， 在工作外又是古道热肠，多

次向有困难的居民伸出援手。

冷面孔

扎根社区

20

载遇事善于“冷处理”

“有点怕见到他”，大沥黄岐岐阳社

区协管员冯婉华坦言，由于范海荣工作

时很严肃，发现问题会直接批评，一同

工作时会比较紧张：“但我们有困难又

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范警官， 有他在，我

们很有安全感”。

范海荣的“冷脸”不仅出于工作认

真，在调解纠纷时，他也善于“冷处理”。

今年 3 月 27 日晚， 岐阳社区协管员在

黄岐宏威路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一家店

铺的老板突然情绪激动， 拒绝接受检

查。 接到电话后，范海荣立即赶到现场

处理，涉事男子仍在骂骂咧咧，范海荣

也不生气，等男子发泄完情绪后才对其

进行法制教育，并将男子带回派出所配

合调查。

“到了派出所，我给他送上一杯水，

让他用喝水的时间冷静下来，然后才开

始聊天。 ”范海荣说，原来男子因与家人

闹矛盾情绪激动， 一时冲动不配合检

查，在现场大吵大闹，“我很严厉地告诉

他不配合检查的后果，最终他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并诚恳地道歉”。

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辖区刑

事治安警情也大幅下降。 2018 年 7 月至

今，岐阳辖区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37.8％，

治安确认警情同比下降 13%，“两抢”警

情、街头暴力警情“零发生”，群众安全

感持续上升。

“重要的是要学会设身处地， 从群

众角度出发做好劝导， 不能以一副管

理者的样子对待，对于每一起群众纠

纷， 都要用心用情地对待 ， 你的诚

心，群众会看在眼里。 ”对于调解矛

盾，范海荣有自己一套 ，例如对待家

庭矛盾，就从家庭关系入手，攻心为

上；遇人冲动闹事，就情绪“冷却”后再

摆事实、讲后果。

热心肠

乐于助人并带动身边人做好事

“我特别感谢范海荣叔叔， 谢谢他

对我们家尽心尽力的帮助，给我一个安

稳居住的环境。 ”在与范海荣共事近三

年的黄岐社区民警中队辅警郭永锋眼

中，范海荣做事认真干练，为人和蔼低

调，但最近一封感谢信，却让身边不少

同事知道，工作时经常冷脸示人的范海

荣，还深藏着一副热心肠。

今年 5 月，范海荣在巡查出租屋时

偶遇 71 岁的梁大爷， 得知梁大爷生活

贫困，腿患残疾，和妻子及孙女一同挤

在出租屋内，随着孙女长大，生活多有

不便。 随后在范海荣的帮助下，梁大爷

在附近找到了更合适的出租屋，不仅在

一楼方便老人， 孙女也能有自己的房

间。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得知范海荣的

举动后，更多热心人伸出了援手。 水电

师傅免费帮忙修理更换出租屋的电线、

灯管， 范海荣的同事自掏腰包买了冰

箱，一位与范海荣相识的热心市民主动

送去电视机，冯婉华也打算去看看梁大

爷一家。

2018 年至今，范海荣共救助各类群

众 120 人次，寻回失散儿童 15 名，为民

办好事实事 80 件。 为了提升市民的安

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他尽心尽力服务

社区群众，广受好评，还多次收到群众

的锦旗、感谢信。

近日， 平洲一男司机因前车

在红绿灯处急刹车差点致其追尾，

继而作出过激行为， 最终其因寻

衅滋事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7 月 4 日下午， 佛山 110 接

到事主罗某报警称： 其在平洲驾

驶时被另外一辆汽车逼停， 该车

辆司机下车后用脚故意大力踢其

驾驶室车门， 致车门部分凹陷。

接报后， 南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迅速指派平洲派出所处警。 根据

事主反映的情况和提供的视频，

民警迅速锁定涉案司机王某， 并

通知其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7 月 9 日涉案司机王某到平

洲派出所投案自首。 王某供述， 4

日 16 时许， 路过桂城桂澜路一红

绿灯路口， 准备加速跟随前车通

过该红绿灯时， 前车突然急刹车，

导致其差一点造成追尾事故， 自

己当时感到非常气愤， 于是长按

喇叭， 通过红绿灯后， 自己加速

变道超车， 在一单行道上拦住该

车， 随后下车用脚故意踢了该小

车驾驶室车门一脚， 致车门部分

凹陷。 目前， 王某因寻衅滋事被

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的处罚。

警方提醒， 驾驶车辆应保持

理智， 不当“路怒族”， 克制好自

己的情绪， 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司

机。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陈伟杰 李丽红

7 月 11 日，佛山市公安局召开“飓

风 33 号”专案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侦

破的盗销改货车柴油系列案件，犯罪嫌

疑人李某被带至发布会现场，操作改装

偷油车演示作案过程，借此提醒货车司

机防盗技巧。

警方通报，“飓风 33 号” 专案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 48 名， 缴获改装作案汽

车 16 辆，捣毁收油窝点 6 个、改装车窝

点 5 个，收缴被盗柴油约 2 万升。 专案

收网以来，佛山全市发生盗窃货车柴油

警情同比下降 168.6%，环比下降 55.1%，

打击收到显著成效。

作案

盗油案牵出黑色产业“一条龙”

“110 吗？我的车昨晚停在广明高速

服务区，醒来油全被偷了！ ”今年初，佛

山及周边地区发生多起货车燃油被盗

警情，佛山公安运用智慧新侦查，利用

大数据主动分析研判，排查出一个以云

浮罗定籍人为主的盗销货车柴油特大

犯罪团伙，作案范围遍布广州、佛山、云

浮、肇庆及广西贺州、梧州等地市，涉及

偷油、销赃、改车、提供假车牌等“一条

龙”非法产业链。

通过近两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基

本掌握了该团伙的情况。 据办案民警介

绍， 该团伙涉及佛山案件的成员共 47

人，涉及盗油、销赃、改装车辆及提供假

车牌等违法犯罪行为。 该团伙作案时间

集中在凌晨 0 时至 6 时，主要选取停靠

在广州、佛山、云浮、茂名、阳江、肇庆及

广西贺州、梧州等地市高速公路沿线路

边或服务区的大货车。 据办案民警介

绍，大多情况下，盗油嫌疑人往往两人

一组，驾驶一辆改装车，从位于云浮罗

定窝点出发， 沿线寻找适合的作案目

标，得手后迅速逃回罗定销赃。

办案民警表示，该团伙成员十分狡

猾，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阻力，如他们

通常不会在同一个地区连续作案，而是

以“游击”方式流窜，此外团伙中不少成

员会在作案前吸毒，上高速后车速经常

在 180 公里以上，增加了警方追踪的难

度。

收网

多点出击抓获

48

人

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但随着侦查工

作的稳步推进，收网时机逐渐成熟。5 月

下旬，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佛山

专案组通过案发现场蹲点、路口拦截等

手段，先后抓获潘某生、梁某良、梁某德

等 33 名盗窃货车柴油嫌疑人， 捣毁收

油窝点 3 个、改装车窝点 2 个，缴获改

装作案汽车 10 辆、 被盗柴油约 8000

升。

6 月 20 日凌晨，在省公安厅的统一

指挥下，打响了这场针对销赃、改车、买

油等目标对象的“飓风 33 号”专案收官

战，佛山、深圳、肇庆等地市公安机关赴

云浮罗定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行动中，

佛山公安成功抓获嫌疑人 15 人， 捣毁

收油窝点 3 个，改装车窝点 3 个，缴获

改装作案汽车 6 辆、 被盗柴油 12000

升。 至此，涉及佛山案件的 48 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到网，佛山公安机关彻底全链

条捣毁了该盗销改货车柴油团伙。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魏巍 张飞

逼停车辆踢坏车门

平洲一“路怒”男子被拘

黑色产业“一条龙” 30秒偷走一箱油

佛山公安捣毁一盗销改货车柴油地下产业链

范海荣为社区困难居民维修门锁。 通讯员供图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演示盗油过

程。 信息时报记者 郭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