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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瑾轩 文明
朱雅萍 图文报道

“交警站在路面，就像阿拉
伯数字‘1’，但这个‘1’不是孤军
奋战，而是一种职责、一份担当，
为的就是让常州道路交通更顺
畅、老百姓出行更舒心。”39 岁
的谢凯，是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钟楼大队副大队长。从
事交通管理工作 13 年来，他用
专业技能奋战一线，用敬业奉献
写就人生精彩，并因此光荣当选

“江苏好人”。
2018年8月，常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骄龙”铁骑突击队成
立。这是一支重装铁骑，所有队
员均配备了高功率警用摩托，成
为交警队伍里的“最强大脑”和

“最快双腿”。这样一支“硬核”
队伍，需要标杆人物来带领，谢
凯承担了这一重任。上任后，他
很快进入角色，坚持每天早上 6
点 45 准时到中队，早高峰结束
后，他又组织队员进行摩托车驾

驶技能训练，确保这支常州交警
尖刀队伍随时随地都能拉得出、
打得响。

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州街头
不时出现排气管轰鸣的“炸街
车”，不仅噪音扰民，更给交通安
全带了极大隐患。但是这类改
装车通常装有模式切换开关，一
旦 切 换 到 常 规 模 式 就 很 难 发
现。“骄龙”铁骑成立后，谢凯决心
重拳出击治顽疾。他先是上网
研究声呐设备原理，再反复联系
生产厂家，按自己的要求制作出
一款声吶波纹噪音检测设备。
2018 年 10 月的一天，新设备检
测到了一辆可疑车辆，谢凯带领
民警立刻研判车辆轨迹，追上并
逼停嫌疑车辆。面对铁一般的
证据，嫌疑人供认不讳。通过重
点整治，“骄龙”铁骑突击队先后
查处非法改装车49起，有效遏制
了“炸街车”上路扰民现象。

在“骄龙”铁骑的两年多时
间内，谢凯带领铁骑队员除了每
日高峰站点、平峰巡线外，还利
用缉查布控精准查获网上逃犯

5 人，盗抢车、走私车 4 辆。“骄
龙”铁骑已然成为常州交警的又
一张名片。同时，他还积极带领
队员苦练铁骑驾驶基本功，带队
参加全省和全国比赛，获得全省
团体第四、个人全国第九的好成
绩，成功展现了常州交警的风
采。

2021年3月，谢凯调任钟楼
交警大队任副大队长，分管勤务
工作。适逢我市老城厢改造的攻
坚期和轨道交通2号线开通冲刺
期，工地叠加，工期紧凑。有时施
工队为了赶进度，不知不觉把施
工区域“伸”向路面，这样路就窄
了，盲区也多了，市民的出行安全
和通行效率受到很大影响。

为解决此问题，谢凯化身
“黑面”交警，找施工方要来图
纸，一点点对比，发现增划的就
拿给现场施工人员按图整改。
由于每天频繁进入施工区域，又
总是戴着“头盔”，一身泥灰的模
样，工人们渐渐对他有了信任
感，关系也亲近起来。遇到施工
异议的，大家甚至要求施工方先
跟这个“包工头”沟通清楚。

这期间，谢凯排查并督促整
改各类交通安全隐患1000余处，
对施工时段、围挡位置做出50多
处调整，向沿线 100余家店铺、4
家社区和 5000 余居民发放出行
提醒，把施工造成的交通影响降
到最低，也让施工方心悦诚服。

“江苏好人”谢凯

是违规者眼里的“黑面”交警，
也是市民的出行守护者

■段卓娅 孙丹 芮伟芬

本报讯“大热天的，给你们
添麻烦了。你们上门服务，真是
帮我们解决大难题了。”7 月 15
日下午，在溧阳市中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内，市民钱女士对冒着高
温前来帮忙办理手续的工作人
员感激地说道。

7月14日，钱女士的家人来
到溧阳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办理产权转移业务。按照规定，

不动产权证上两位产权人均需
到场签字确认。在办理过程中，
窗口工作人员了解到，作为权利
人之一的钱女士突发重病，目前
正在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
治疗。钱女士的家人焦急地称，
这个节骨眼上，正需要钱看病，
如果房子不能按时过户构成违
约，还要赔付高额违约金，简直
就是雪上加霜啊。

得知该情况，交易中心主动
联系了市中医院，确认钱女士意
识清楚，表达清晰。在跟医院反

复协调，办理好相关探视手续
后，7 月 15 日，两名工作人员来
到病房，向钱女士耐心解释办证
流程。钱女士听明白后，郑重地
在相关资料上签了名。

难题解决，钱女士的家人在
病房外再三向工作人员道谢。

溧阳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
心负责人介绍，近日持续高温，
为了方便群众，窗口推出了延时
服务，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并针
对群众特殊情况特事特办，最大
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

酷暑难耐，服务也“火热”——

过户手续办进了病房

■汪磊 顾燕

本报讯“经过十几个小
时的不间断寻找，终于找到我
父亲，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悬
着的心才踏实放下。感谢常
州警察，感谢他们认真负责、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7 月 12 日，市民费建英给
市公安局写信，感谢巡特警支
队民警们冒着酷暑，帮她找到
了走失一天一夜的父亲。

酷暑天老人走失，
家人报警求助

老人今年75岁，患有阿尔
兹海默症，家住湖塘。7 月 10
日早上 7 点，老人吃过早饭离
家后，家人便一直联系不上。
因为天气炎热，家人十分着急，
全家出动找了大半天，依旧没
有消息，于是报警求助。

接警后，武进公安分局湖
塘派出所巡防民警通过查找
监控发现，老人于当天中午乘
坐公交车到达晋陵路关河路
附近，于是将这条线索上报市
公 安 局 巡 特 警 情 指 挥 分 中
心。巡特警情指挥分中心随
即开展研判，并指令巡防警力
开展路面寻找。“天气太热，老
人又上了年岁，一刻都不能耽
搁。我们的警力分成两组工
作，一组查看监控进行视频追
踪，另一组根据具体指令到现
场进行寻找。”巡特警支队五
大队副大队长赵华说。

寻找行动一直持续到深
夜，7 月 11 日凌晨 2 点，民警
仍在微信群里和家属沟通，不
愿放弃任何一丝线索。交接
班后的民警周梦虎根据线索
继续通过监控画面查找，由于
夜间光线不佳、老人迂回徘
徊，视频查找几度陷入僵局。

连续奋战16小时，
终于找到老人

7 月 11 日，常州气象台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一大早便是
骄阳似火。民警们一夜未眠
仍未发现老人踪迹。“眼见着
气温越来越高，我们的内心和
和家属一样越来越焦急。”周
梦虎说。当天上午 9 时，他通
过智能研判抓取到一张老人
的背影，在龙城大道薛冶路
段，这位老人的背影和要找的
费老十分相似，他立即带领巡
防警力前往附近寻找。

“我们在当地一边找，一
边询问当地群众，天气如此炎
热，根据以往寻人的经验，我

们分析判断老人极有可能会
在地道、涵洞、高架下面以及
树荫下等阴凉处休息，于是就
加 大 了 这 些 地 方 的 查 找 力
度。中午 12 点，终于在新闸
玉龙路地道，高架下面的绿化
带里发现了费老。老人一直
没有吃东西喝水，已经十分虚
弱。我们连忙把他扶上车，递
上一瓶水。”周梦虎说。这时，
距离巡防警力开始寻人，已经
过了整整16个小时。

家属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现
场。“见到我父亲的那一刻，老
人眼神十分无助，衣服上都是
泥土，我和哥哥很心痛，心里也
愈发感激公安民警们。”7月15
日上午，费建英和哥哥费小明
来到常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再次对民警们表示感谢。

近三个月来，找回
走失、出走人员107人

据介绍，今年以来，常州市
公安局实施巡防改革，以街面
巡防、巡逻处警、巡防处突“三
个一体化”建设深入推动巡逻
防控“铸盾”工程。他们成立巡
特警情指分中心实体化运作，
优化值班备勤制度，备足警力
24小时不间断值守，实现扁平
化指挥、全流程盯案。

针对老人和儿童“一老一
小”走失、出走的警情，常州公
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做
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把群众
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以破命
案的机制高效处置这类警情。
5 月份以来，巡特警情指分中
心共计找回走失、出走人员
107 人，收获锦旗 3 面、感谢信
1封。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伤害，
常州公安明确，接报老人和儿
童走失、出走类警情要坚持秒
级响应，合力作战，第一时间
分析判断走失、出走的时间、
地点、原因，确定搜找范围，组
织街面巡防警力全力查找。

“比如夜间、雨雪天气出走，身
体有疾病、情绪不稳定的，必
须争分夺秒，优先寻找。”常州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支队
长蔡建栋说。

“我们整合巡特警、交警
铁骑、派出所、地铁警力，重组
巡防队伍，形成了一支专职街
面巡防力量。民警佩戴红袖
标、辅警佩戴蓝袖标，如果市
民在街面遇到困难，就可以直
接求助这些巡防警力。巡防
改革的初衷就是要让群众更
有获得感、安全感。”常州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政委吴秋安
介绍。

连续奋战16个小时——

常州公安巡防民警
烈日下找到走失老人

人

招租转让

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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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户 公 示
由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钟楼区人民法院邹区法庭室内装修工
程已竣工验 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
公示(公示期:2022年 7月 19日至 8月
29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
管理中 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反映，联系电话：0519-86021526。

特此公告。
江苏金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07月19日

办公房招租
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
四楼，上下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
㎡+，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
便，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
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公、
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
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谢凯谢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