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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李鹏飞）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产
生矛盾，丈夫动手将妻子推倒在地，
因此惊动了民警。9月 23日，阳曲县
公安局大盂派出所民警经过两天的
努力，调处了这起家庭纠纷，并借此
提醒家庭成员间有矛盾要学会自我
克制、互相体谅。

“我老公打我……”9月 21日晚 9
时 40分许，阳曲县公安局大盂派出所
接到李女士报警，称其在大盂关帝庙
旁被老公殴打。接警后，值班民警立
即赶往现场处置。

经询问，这对夫妻因家庭琐事产
生矛盾，双方因言语不和发生争吵，丈

夫随后一把将妻子推倒在地。感觉自
己被欺负的妻子，马上报警求助。

“家和万事兴！”为化解双方矛
盾，民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双方
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联合镇妇联
工作人员向双方宣讲了《治安管处罚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告
知双方处理家庭矛盾的技巧、知识，
引导他们通过正确、合法途径解决家
庭矛盾。

9月 23日，在民警持续努力调解
下，夫妻俩认识到了自身错误，表示
会冷静处理误会和分歧，并对民警认
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推心置腹的教
育表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李莹）陕西籍男子张某刚出狱不
久就重操旧业，在我市翻窗入室行窃。
9月25日，公安杏花岭分局通报，张某
在作案后7个小时便被抓获归案。

今年 8月 20日，杏花岭区享堂西
街某小区居民回家时，发现家中被窃
贼“光顾”。经清点，被盗财物为 940
元现金、4盒香烟等。

接到报警，公安杏花岭分局刑侦

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发现这
是一起翻窗入室盗窃案。随后，民警
通过大量工作，很快确定犯罪嫌疑人
为 42岁的陕西人张某。

案发 7个小时后，民警在张某的
暂住处将其抓获，并追回被盗财物。
经查，张某有多次盗窃前科，前不久
刚刑满释放，其对翻窗入室盗窃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因涉嫌
盗窃罪，已被警方执行逮捕。

本报讯（记者 薄鸿 通讯员 田正华）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9月 25日消息，为了消
除华晋焦煤迎泽园办公楼燃气管线穿楼的隐
患，工作人员多方协调沟通，数次调整方案，
最终重新铺设了一条气源线，将这个重大违
章隐患彻底消除。

华晋焦煤迎泽园办公楼位于新南一条与
新移街交叉口西北角，在违章普查中管线所
发现华晋焦煤宿舍区气源线从办公楼下直穿
而过。为此，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曾多次下
达隐患告知书、签写重大隐患告知函，但对方
均以单位总部位于吕梁、行政责任不在此处
为由，不予解决问题，巡检人员也只能加强对
此区域的重点巡视。

今年 7月，工作人员在进一步对华晋焦煤
周边燃气管线进行探管检测时，发现北侧新
闻出版局宿舍庭院管线的气源线同样也属于
穿楼情况，并在办公楼地下室发现DN150燃

气管线。而这两处正处于迎泽大街繁华地
带，紧邻我市五一广场、迎泽宾馆、湖滨国际
酒店等重点场所。必须尽快消除隐患，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能找到最佳的改线方案，太原天然气
公司工作人员决定从新南一条主路上重新敷
设一条气源线，但遭到小区居民的反对，他们
不愿意因破路而影响出行，更不愿意在小区内
部道路进行再次开挖。“燃气管线穿楼属于重
大安全隐患，如果不消除，你们就相当于每天
和一枚不定时炸弹生活在一起”。太原天然气
公司城南所所长、巡检组组长数次登门向居民
解释沟通，终于取得小区居民的支持。

在与市政部门联系后，太原天然气公司
城南所近期对新南一条主路进行破路开挖，
重新铺设了一条气源线，至此，华晋焦煤、新
闻出版局宿舍两处穿楼管线重大违章隐患得
以彻底消除。

本报讯（记者 薄鸿 通讯员
赵雅晶）9月 23日，太原天然气有限
公司丈子头门站利用手推车及激光
检漏仪进行精细巡检，以确保安全稳
定供气。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丈子头门
站近日进行了节前管线以及设施设
备的隐患排查工作，强化安全巡检工
作。该站外线组人员利用手推车及
激光检漏仪对 55公里高压管线进行
了全面的精细巡检，对泥向线等施工

地段、防汛重点地段以及地质灾害易
发地段加密巡检，强化对管道沿线第
三方施工风险管控工作，严密跟踪第
三方施工动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管控。同时，对三座调压站、三座阀
室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检修和保养，
确保设施设备安全运行。运行组人
员重点对站内调压器、阀门、加臭、排
污设备进行巡检，及时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为省城居民的安全稳定供气提
供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宿虎
云）9月 24日，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大娘，出门
遛弯时迷迷糊糊就步行上了南环高速公路，
幸亏高速交警一支队五大队民警巡逻时及
时发现，将老人安全送离了高速公路。

9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许，五大队民警在南
环高速公路巡逻时，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大娘在右侧车道内步行，于是赶忙上前询问
情况。大娘神志清楚，说自己是小店北格人，
快 80岁了，出来遛弯时不知怎么就走上了高

速公路，因未携带手机，无法与家人联系，只
能沿着高速公路步行。

了解情况后，民警将老人扶上警车，要送
老人回家，但老人坚持说，只要把自己送到认
识的地方就行。民警拉着老人行经 312路公
交车富士康园区站时，老人突然让民警停车，
说自己认出了路，只要坐上 312路，在流间站
下车就到家了。民警拗不过老人，但又不放
心，便和老人一起等公交，待公交车到来后，
民警将老人交给公交司机照顾，才放心离开。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 通讯员 张
乐）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市民安全出行，9
月 25日，太原公交电车公司开展了公交运
营安全生产大检查,主要对车厢内设施部
分、扶杆、座椅、车辆电瓶卫生等方面进行细
致的检查，确保每辆车达到例检标准。

当天上午 9 时，在电车公司五车队圪
撩土 沟场站，工作人员从电池仓、刹车系统、转
向系统到轮胎、车厢内设施部分、扶杆、座
椅、安全锤、灭火器、逐一进行检查，并将检

查结果记录在册。车队队长董宝东表示，假
期之前会对所有车辆全面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坚决不让一辆车带“病”上路，
为乘客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乘车环境。

除了给车辆“体检”外，公交公司工作
人员还对车辆“一圈一检”。即车辆运行到
站后，工作人员检查防疫登记本填写是否
规范；保洁人员和消毒人员对车辆进行清
洁、消毒；再次发车前，确保卫生过关后才
允许上路运行。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9 月 25 日，太
原汽车站发出通知，9月 29日至 10月 1日，
部分班线恢复原票价。

太原汽车站站长康文慧介绍，平时因客
流下降，太原汽车站所售车票是优惠价，每逢

节假日，随着客流增多，就会恢复到原票价。
具体为太原至大同的票价由 78元恢复

到 117元，太原至灵丘的票价由 80元恢复到
111 元，太原至浑源的票价由 60 元恢复到
100 元，太原至阳高的票价由 90 元恢复到

100 元，太原至左云的票价由 75 元恢复到
104 元，太原至平旺的票价由 78 元恢复到
117 元，太原至右玉的票价由 85 元恢复到
110元，太原至天镇的票价由 100元恢复到
120元，太原至井坪的票价由 55元恢复到 85

元，太原至朔州的票价由 50元恢复到 84元，
太原至山阴的票价由 52元恢复到 82元，太
原至怀仁的票价由 60元恢复到 90元，太原
至张家口的票价由 100元恢复到 150元，太
原至应县的票价由56元恢复到84元。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因为一点生活琐事，我市
男子邢某与人发生纠纷，并在深夜持
铁锤猛砸对方家门。9月 23日，邢某
因故意损坏财物被行政拘留。

9月 23日晚 10时许，辖区居民赵
女士向和平南路派出所报警称，有人
正在用铁锤砸她的家门。

民警赶到现场，将 47岁的我市男
子邢某控制，带回派出所审查。经
查，邢某与赵女士因琐事产生纠纷，
心生怨恨便持铁锤将赵女士家的防
盗门及门锁砸坏。

最终，邢某因故意损毁财物受到
行政拘留 7日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员
牛国佩）入秋后天气渐凉，一名老大
娘却走失了两天一夜，有家无法归。
9月 23日下午，在小店派出所民警的
帮助下，老大娘终于回了家。

当天下午 4时许，汾河景区保安
报警称，景区里有一名老人迷了路，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老人由于雨
天没带伞，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冻
得瑟瑟发抖。

由于老大娘对家庭住址、家人联
系电话都说不清楚，民警将她先接

回派出所，一边安抚情绪，一边聊天
沟通。从老人的只言片语中，民警
分析出了大娘的姓名，再经过多种
渠道确认了其身份，联系到大娘的
儿子。

原来，大娘患有老年痴呆症，9月
22日一早就出了门，一直没有回家，
家人四处找人无果。民警叮嘱老人
的家属，上了年纪特别是患有疾病、
行动不便的老人，尽量不要让其单独
外出，而且平时要在老人身上留有家
属联系方式。

本报讯（记者 陈珊 通讯员 白洁）
9 月 24 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
该院召开全市法院信访工作会议，就办理
信访案件推出六项创新机制。

鉴于涉诉信访的特殊性，市中院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创新了六项机制，对涉诉信访
案件闭环管理，有效化解信访难题。

一是拓宽渠道，让表达更畅通。制定了
畅通“五条渠道”的实施办法，引导人民群众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二是“诉”“访”分离，让职责更分明。
三是案件化办理，让责任更到位。利用

大数据，将信访事项纳入涉诉信访处控平台
进行案件化办理。

四是联合听证，让信访人更心服。制定
涉诉信访案件评查听证办法，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共同对疑难信访案件进行评查、
听证，主动接受监督。

五是院领导接访，让办理更高效。
六是加强互通联动，让稳控更落地。与

市联席办、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
局等部门共同建立了定期联席会议、信息互
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通报会商、矛盾纠纷共
同化解等工作机制。

据了解，今年 1月至 8月，市中院办理信
访案件共 83 件，通过终结、救助、导入程序
等，实质性地解决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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