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聂 楠
版 式：李新战
校 对：谢万里
组 版：许建林
警务周刊热线：2282202

06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第542期

警务视窗警务视窗

沁阳市公安局

开展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沈晓、孙占东）针对城区噪声扰

民情况，沁阳市公安局成立专班，大力开展社会生活
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控制了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校园及居民区周边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专项整治行动中，沁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各派
出所对辖区内的噪声源认真摸排、登记造册、掌握详
情，并对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以及辖区单位加强宣
传教育，努力营造防治噪声污染的浓厚舆论氛围。在
此基础上，王曲派出所等基层派出所要求产生噪声源
的单位和个人签订杜绝噪声污染承诺书53份，强化
责任，存档备查。

沁阳市公安局与环保部门结合，建立了联合执法
机制，由环保部门出具鉴定、检测结论，公安机关按
照程序进行处罚；建立考评制度，确保社会生活噪声
治理工作长期、有效开展，一经发现从严从快严肃处
理。

检查中，民警现场责令整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的单位和个人41家 （人），约谈39名商铺业
主、25名广场舞组织者、16名暴走队组织者，责令
其不得制造噪声扰民，对拒不整改的3家单位和个人
予以警告。

本报讯（通讯员石小伟）为切实提高公安队
伍的防汛救灾能力，检验公安民警跨区域增援协
作能力和水平，日前，市公安局在大沙河举行了
防汛应急演练。

进入汛期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
近期防汛抗旱工作通知要求，市公安局牢固树立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理念，以雨
情汛情为令，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提前安排部
署，多措并举落实，积极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演
练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全市人
民安全度汛。为做好该项工作，该局一是加大武
装巡逻防控力度，将有限警力全部“压”向街
面，既确保一线防汛工作需要，又兼顾本辖区治
安稳定。二是加强防汛应急处置准备工作，每天
全面排查应急指挥车、运兵车等车辆，并将救生
衣、冲锋舟、无人机等装备装车备用，进一步增
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加强值班
备勤工作，确保在发生险情的关键时刻能够快速
反应、高效处置。

据悉，该局此次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共设置
应急拉动集结、冲锋舟快速组装启动、定点离靠
岸、水中搜索、水中救援5个科目。

通过此次防汛实战演练，该局民警进一步提
高了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实战能力，为科学高效
开展水上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洪涝灾害抢险救援
积累了实战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

(右侧组图均由石小伟摄)

作好防汛准备 开展应急演练

市公安局坚决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石雪） 近日，
修武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通过缜密侦
查，成功侦破一起发生在修武县某
小区售楼部的流窜入室盗窃案，犯
罪嫌疑人韩某某被抓获归案。

6月9日上午，修武县某小区售
楼部工作人员报警称，该小区售楼
部办公室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盗，
价值7000余元。接警后，修武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展开侦查破案工作。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犯罪嫌疑

人为一名男子，于6月9日凌晨从售
楼部旁边的工地光脚跳入作案现
场，作案后原路跳墙逃离，进入附
近麦田后消失在黑夜中。

民警根据案发现场及周边情况，
确定犯罪嫌疑人为三门峡市渑池县
人韩某某，并随即赶赴该县开展抓捕
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化装摸

排，确定犯罪嫌疑人没有回家，而是
入住了县城一家宾馆。当民警赶到
该宾馆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外出办事，
于是决定就地蹲守，伺机抓捕。6月
19日15时许，当韩某某回到宾馆时，
民警将其成功抓获。

经审讯，韩某某对流窜至修武
县盗窃笔记本电脑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修武警方：侦破一起流窜入室盗窃案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
婧） 近日，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
雷霆出击，侦破一起贩毒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赵某，缴获毒品0.5
克。

6月25日11时许，该所民警
在辖区走访时发现，张某有重大
吸毒嫌疑。随后，民警快速出
击，在某公路路口将张某抓获，
当场缴获毒品 0.5 克，张某尿检
呈阳性。审讯中，张某供述毒品

从赵某手中购得。获此重要线索
后，该所民警立即在赵某可能出
现的地方架网守候，伺机抓捕。
6月26日17时许，当赵某在某网
吧附近出现时，被民警成功抓
获。赵某对其贩毒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吸毒人员张某被
强制戒毒，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中站警方

抓获“瘾君子”侦破贩毒案

本报讯（通讯员郑孝斌）近
日，武陟县公安局成功侦破市公
安局B级挂牌督办网络交友诱导
投资理财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崔某。

4月25日14时许，家住武陟
县某小区的裴女士报警称，她被
骗了1.7万余元。接警后，武陟县
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
警力展开调查工作。4 月 28 日，
市局将该案件列为B级挂牌督办
案件。

据悉，4 月 7 日 10 时许，裴
女士在家中通过“易信”交友软
件认识了一名自称“刘宇轩”的
男子，随后双方发展为男女朋友
关系。4月10日，“刘宇轩”给裴
女士发了一个“BC科技”的网络
链接，让裴女士注册账户赚点

钱。4 月20 日，裴女士在该平台
注册了账户，平台以充值优惠活
动诱导裴女士往平台充钱。裴女
士多次向该平台客服提供的银行
卡内转账共计1.7万余元。随后，
该平台客服要求裴女士再充值
66135.6元个人所得税才能全部提
现。意识到被骗后，裴女士马上
报警。

武陟县公安局大封派出所民
警经过侦查，发现洛阳市伊川县
平等乡古城村村民崔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6月5日，专案民警经过
认真摸排，在洛阳市某小区的出
租屋内将崔某抓获。经讯问，崔
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武陟警方

侦破市局B级挂牌督办投资理财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王伟）近日，
市公安局焦南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成功侦破市公安局B级挂牌督
办电动车被盗案 5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名。

今年 4 月份以来，盗窃电动
车案件多发，为及时遏制案件高
发态势，保护群众财产安全，该
所案件侦办大队集中力量攻坚此
系列案件。通过现场勘查、走
访排查等措施，办案民警发现
犯 罪 嫌 疑 人 为 一 男 一 女 。 随

即，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深
入调查，于6月23日在一间民房
内将女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
该犯罪嫌疑人名叫毛某。随后，
民警根据侦查线索很快确定另一
名犯罪嫌疑人为孙某。随后，民
警立即对其开展抓捕工作，并
于 6 月 27 日在孙某家中将其抓
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毛某、孙
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焦南警方

侦破系列电动车被盗案

本报讯（通讯员马琳娜） 近
日，孟州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系列
财物被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刘
某。

6月23日1时许，孟州市110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某小
学二楼工人宿舍内的现金被盗。
接警后，孟州市公安局大定派出
所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向报警群
众详细了解情况得知，一名男子
趁工人睡觉时到宿舍内实施盗
窃，被人发现后逃跑，盗窃现金
1122元。

根据案发情况，大定派出所
民警随即对案件展开调查，发现
犯罪前科人员刘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民警侦查发现，6 月 14 日凌
晨，在孟州市某商城停放的一辆
车内的700余元现金被盗；6月21
日凌晨，河阳市场某店铺内的
2000元现金被盗，刘某均有重大
作案嫌疑。

为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
案，办案民警积极分析调查，大
力开展布控抓捕工作。6月23日3
时许，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刘
某抓获。经审讯，刘某如实供述
了其盗窃轿车内、店铺内、工地
宿舍内财物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
嫌盗窃依法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孟州警方

成功侦破系列财物被盗案

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党性修养
中站派出所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婧） 为迎接建党99
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党性修养，深入开展

“以案促改”专项行动，近日，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
组织党员民警代表，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寨卜昌红
色教育基地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民警首先来到红色教育基地广场，面对鲜红
的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在讲解员
的引领下，大家先后来到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部、
第九纵队纪念馆等，看了秦基伟等革命前辈留下的大
量历史图片。革命前辈留下的珍贵图片、历史遗物，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
所向披靡的斗争场面。参观过程中，大家心潮澎湃，
思绪万千，无不被革命前辈的英勇壮举所震撼，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以案促
改”专项行动为契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奋勇拼搏，不断开创
公安工作新局面，为建党99周年献礼！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
定和派出所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秦楚） 为迎接建党99周年，巩
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成果，大力
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6月24日上午，市公
安局定和派出所组织全体党委委员、各党支部委员及
部分党员民警来到宋学义故居，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
活动。

全体党员民警聆听了讲解员介绍的英雄事迹，参
观了宋学义故居，看了历史照片。革命先烈视死如
归、保家卫国的壮举和爱党爱国的革命精神使大家肃
然起敬，深受感动。

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表达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

在宋学义故居，该所党委书记、所长王亚斌为大
家上了一堂题为“传承英烈精神、履行职责使命”的
党课，激励全体党员民警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
时，更要把对先烈的追思转化为工作动力，做到政治
上不忘初心、工作上勇于担当、执法上严格规范，传
承先烈精神，努力建功立业，争做时代先锋。

本报讯（通讯员王巴黎、季
红霞）近日，市公安局山阳派出
所案件侦办大队紧盯线索、顺
线追踪、架网守候，成功侦破
系列电动车被盗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 1 名，追回被盗电动车 5
辆。

6 月 14 日，山阳派出所案件
侦办大队接到陈某报案称，其
停放在山阳区解放中路某小区
内的电动车被盗。接到报案后，
办案民警迅速开展工作，全力寻
找犯罪嫌疑人踪迹，同时向陈某
详细了解情况。经过仔细甄别，
民警获悉在案发现场周边曾有一
名可疑男子，经对该男子进行调
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来到
了中站区。民警经过全面深挖细

查，很快确定犯罪嫌疑人系犯罪
前科人员郭某某。办案民警经
过多日架网守候，于 6 月 18 日
17 许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成功
抓获。

经讯问，郭某某承认其所
骑电动车为盗窃所得，其在网
吧 门 口 还 停 放 一 辆 被 盗 电 动
车。随后，郭某某供述了其在
焦作市区、博爱县等地作案 8
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犯罪事
实。民警按照郭某某供述，在
映湖路附近、解放区上白作街
道上白作村附近各找到 1 辆被盗
电动车。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山阳警方

成功侦破系列电动车被盗案

⬆⬆特警队员
携冲锋舟向预定
水域前进。

⬅水中搜索。 ⬆⬆水中救援。

⬆⬆快速组装冲锋舟。

为迎接第33个国际禁毒日，进一步强化禁毒宣传
教育工作，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日前，焦作警方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上图 温县公安局在县文化广场开展了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大型禁毒集中宣传活动。

张建设 摄
右图 定和派出所民警向群众宣传禁毒常识。

秦 楚 摄

为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普及
“一盔一带”安全知识，日前，武陟县公安
交警大队与县农商银行联合举办了“一盔一
带”交通安全志愿活动。

上图 交警为参加交通安全知识抢答的
志愿者颁发奖品。 原凌云 摄

右图 交警为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
原凌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