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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李昊） 近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鲁文明先后到市戒毒所、
市拘留所、市看守所，参加“公安局
长当一天监所所长”活动。

在市戒毒所，鲁文明深入收
戒室、监控室、技能培训班等处

体验岗位职责，查看戒毒人员活
动操场，了解戒毒所伙食保障、
安全管理、教育转化等情况。在
市拘留所，鲁文明详细询问该所
近期关押人员数量，查看拘室改
造情况，与被拘留人员交谈，了
解他们在拘留所的生活、学习和

教育等情况。在市看守所，鲁文
明到收押大厅、律师会见室、在
押人员监室等处详细查看和切身
体验，了解伙食保障、收押人
数、安全防范措施等相关工作开
展情况。

参加活动期间，鲁文明对监

管整体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下
一步工作，他指出，要狠抓安全
管理，立足现有条件，注重实地
巡查整改，严格落实规章制度，
确保全市监所安全稳定；要强化
调查研究，根据打击犯罪形势定
期分析“三所”羁押量变化趋

势，为改进监管工作提供决策依
据，全面提升监所管理水平；要
继续做好监所疫情防控工作，狠
抓“入所收押、全面排查、消毒
防疫、生活管理、自身防护、整
体安全”等环节工作，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鲁文明到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参加“公安局长当一天监所所长”活动

患病居民丢证就医难
民警上门办证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邓帆）近日，孟州市公安
局赵和派出所户籍民警主动上门，经过耐心
工作，成功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办理了身份
证，顺利解决了该患者因丢失身份证而无法
入院接受治疗的难题。

9月23日上午，赵和镇某村村民成某来
到赵和派出所户籍室咨询身份证办理业务。
经了解，成某的儿子是精神病患者，在孟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准备就医，由于身份证丢
失，无法办理入院手续。当时，成某的儿子
正处于发病期，情绪极不稳定，无法到派出
所补办身份证，家人对此十分无奈和焦急。

了解情况后，该所户籍民警安慰成某，
并承诺提供上门办证服务。当日中午，户籍
民警利用休息时间携带身份证信息采集设
备，前往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病科为成
某的儿子补办身份证。见到陌生人靠近，成
某的儿子情绪激动、大吵大闹。随着民警
和医护人员与其耐心沟通，成某的儿子配
合采集了信息，顺利补办了证件。

近年来，孟州市公安局不断深化“放管
服”改革，完善便民服务措施，从小事入手，
积极主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

本报讯（通讯员李晓宇）
近日，武陟县公安局成功侦破
一起接触性诈骗团伙，抓获三
名犯罪嫌疑人。

近段时间有多名群众报
警，称其在县域多条道路遇
到自称退役军人，因到当地
寻找战友未果，没有返程路
费，愿质押手表、驾驶证向群
众借款，承诺回家后返还借款
但随之“消失”的人。接到报
警后，该局高度重视，多警
种快速联动，在武陟县 G234
国道沁河桥附近将伺机作案
的接触性诈骗团伙的三名犯

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警方经讯问得知，犯罪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为：以问
路为由搭讪沿途群众，而后
利用群众对军人的信任和同
情心再以物品质押为手段借
钱，从而层层设套诱使群众
上当受骗。其实，他们质押
的物品多为价值 20 多元的廉
价货，而质押的驾驶证也是
伪造的。

目前，犯罪嫌疑人贺某
某、汪某某、靳某某三人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
中。

武陟警方

强力侦破假冒军人诈骗案

本报讯（通讯员秦楚楚）
近日，市公安局定和派出所
多措并举，成功侦破辖区系
列汽车电瓶被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 名，带破同类案
件 20 余起，追回被盗电瓶 20
余块。

近日，该所接群众庞某报
案，称其将自己的货车停放在
某商城门口的停车场，当其返
回开车时，发现车辆电瓶被
盗。接警后，该所民警迅速
赶 到 案 发 现 场 展 开 侦 查 工
作。专案组民警通过调查走
访发现，近期人民路、建设
路沿线发生多起汽车电瓶被
盗案，犯罪嫌疑人大多选择

轻型汽车撬锁盗窃电瓶，且
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
随即，该所案件侦办大队成
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工作，经
过近 24 小时连续作战，终于
在辖区某城中村附近发现犯
罪嫌疑人的踪迹。随后，专
案组民警经蹲守布控成功将
犯罪嫌疑人卫某某抓获，当
场从其租房处缴获电瓶 20 余
块。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卫
某某对其多次盗窃汽车电瓶
的 犯 罪 事 实 供 认 不 讳 。 目
前，犯罪嫌疑人卫某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
步审理中。

定和警方

侦破系列汽车电瓶被盗案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
张婧）近日，市公安局中站派
出所民警闻警而动、快速反
应，连续抓获三名吸毒人员，
带破多起贩毒案。

9月23日9时许，该所禁
毒队民警在辖区走访时发现府
城街道某村村民李某有重大吸
毒嫌疑。获此线索后，民警立
即在李某家附近架网布控。17
时 30 分，当李某在某村出现
时，民警将其抓获。民警根据
李某交代顺线追踪，在市区某
家属院将另一名吸毒人员许某
抓获。李某、许某尿检呈阳
性。

通过审讯，民警发现李
某、许某从陈某手中购买的毒
品。民警经进一步侦查发现，
陈某家住中站区某街道某村，

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以贩养吸”，多次将毒品贩卖
给吸毒人员李某、许某。获此
重要线索后，民警在陈某可能
出没的地方架网守候，伺机抓
捕。

9月25日8时许，当陈某
途 经 某 村 时 被 民 警 扑 翻 抓
获，当场缴获毒品 0.55 克。
经审讯获悉，陈某染上毒瘾
后为筹钱吸毒，从别人手中
购买毒品后再贩卖给李某、
许某等人，所得赃款用于自
己吸毒。陈某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许某已被强制隔
离 戒 毒 ， 李 某 已 被 社 区 戒
毒；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取
保候审，案件在进一步审理
中。

中站警方
抓获三名吸毒人员
带破多起贩毒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王凡）近日，市公安
局马村派出所成功捣毁一处赌博窝点，抓
获十名涉赌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开设赌场
人员。

9 月 21 日 17 时许，该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有多人在待王街道某村的村民家
利用麻将聚众赌博。接警后，该所高度
重视，立即组织待王派出所民警进行查
处。民警在掌握该赌场情况后，迅速采
取行动，当场抓获涉赌违法人员 10 名，

其中包括参与赌博 9 人、开设赌场 1 人。
经讯问，9 名涉赌人员对赌博的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现已被行政拘留，其中开
设赌场者已被刑事拘留。目前，该案件在
进一步审理中。

马村警方:捣毁一个赌博窝点 抓获十名涉赌人员

老人外出迷路
民警救助回家

本报讯（通讯员马琳娜）近日，因与妻
子吵架烦闷，一位老人独自外出后迷路，孟
州市公安局南庄派出所民警巡逻途中及时伸
出援手，帮助其安全回家。

9 月 21 日 23 时许，该所民警刘鹏、辅
警乔再伟和白皓在辖区巡逻时看到一位老人
坐在电动三轮车上四周张望、不知所措。见
状后，刘鹏立刻下车前去询问，经了解，这
位老人名叫郑某，今年75岁，系沁阳市柏
香镇某村村民，当日因琐事与妻子吵架后
负气外出后迷路。了解情况后，民警将郑某
带到所里，给老人送上方便面和水充饥解
渴。待老人情绪稳定后，民警耐心与其交
谈，详细询问其家人的联系方式。然而，老
人年纪较大，记忆力不好，表述不清。随
后，民警通过查询信息平台联系到了老人的
女儿。时间不长，老人的女儿赶到派出所，
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后激动不已。、

原来，老人离家后全家人十分焦急，
四处寻找，直到接到民警的电话才算松了
一口气。对于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老人家属称赞不已。

本报讯（通讯员王巴黎）为给小微
企业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助推全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连日来，经过前期调研，市公安局山阳
派出所最大限度地整合公安业务，简化
办事流程，优化警力配置，提升窗口民
警综合服务能力，开展“一窗办”便民
系列活动，全力实现“一窗办”“一警
多能”的工作目标。

“便民利民窗口靠前”，优化便企利
企服务举措。该所大力推行网上一站服
务，组织公安业务窗口开设一站式便民
服务平台，筛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安
行政服务项目，在上级部门支持下，公
开各项业务政策、办理流程、所需手
续、办理时限，推行“不见面审批”

“绿色通道”等服务模式，全力满足企
业和群众的审批要求。此外，该所推行
特事特办服务，优化证件寄送快递业务

和保姆式服务，开展登门服务，努力做
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为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居住证办理等指导，全力为企业
提供便利服务。截至目前，该所民警共
为企业开展上门服务33次。该所各服务
窗口累计办理户籍业务600余笔、身份
证业务130余笔、其他行政综合类业务
34笔。

“宣传服务企业靠前”，树立忠诚为
民服务形象。该所不断加大服务辖区企
业力度，进一步加强警企联动，组织民
警和辅警深入辖区22家企业开展“送安
全、送服务”活动，帮助企业加大反诈
骗、禁毒工作力度，防范安全事故，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等。截至目前，共帮助

“赛雪”白水泥公司、水务公司等企业
解决问题12个。

“安全巡逻防范靠前”，创造良好治
安环境。该所调整巡防勤务模式，坚持

“警灯闪烁保民安”，以治安巡防大队
为主对案件易发时间、易发地段开展
巡逻防控，加大盘查力度，加强对可
疑人员、物品和车辆的盘查，力求抓
获现行犯。同时，在企业、居民区、
校园周边组建巡逻队，联合保安人员
等 开 展 巡 逻，营造综合治理良好环
境，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助力创
优营商环境。截至目前，该所累计巡
逻 600 余次，出动警力 1200 人次。此
外，该所加大入户走访力度，以“千警
进万家”等活动为载体，深入企业、社
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确保
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努力形成多
方调解工作格局，有力化解矛盾纠
纷。截至目前，该所累计化解企业和
群众各类矛盾纠纷 17 件，切实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造便民利企
治安环境。

山阳派出所

“三靠前”为小微企业创优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吕静茹）
近日，市公安局解放派出所案
件侦办大队集中优势警力，多
渠道、全方位打击电信诈骗犯
罪分子，先后抓获 3 名电诈

“黑链”犯罪嫌疑人。
9月10日，该所案件侦办

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该所辖
区有多人实名开办银行卡用于
电信诈骗。接到线索后，该所
案件侦办大队成立专案组，
迅速开展核查工作。经过信息
研判，专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陈某生抓获。经讯问，陈某生
供述了其以牟利为目的，在
明知他人将其银行卡用于违
法犯罪的情况下，多次将自
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用于
资金转账的犯罪事实。

9月16日，专案民警立足

线索核查，抓获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张某。经讯问，张某供述
了其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他
人用其银行卡接收网络赌博资
金的情况下，先后将6张银行
卡提供给他人使用的犯罪事
实。

专案民警乘胜追击，9月
20 日 15 时许抓获犯罪嫌疑人
陈某军。经讯问，陈某军供述
了其以牟利为目的，在明知他
人将其银行卡用于违法犯罪的
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
提供给他人使用的犯罪事实；
其还供述了寻找多人办银行卡
用于违法犯罪资金转账的犯罪
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
生、张某、陈某军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解放警方

抓获三名电信诈骗
“黑链”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张婧）近日，
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侦
破一起钛石膏被盗案，抓获一名犯罪嫌疑
人，追回赃款7000余元。

9月16日8时30分许，该所案件侦办三
中队接到群众许某报案，称其堆放在中站区
府城街道某村路边的钛石膏被盗。接到报案
后，该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因案情影
响较大，现场已被破坏，民警从排查走访入
手，对案件开展侦查工作。经民警进一步侦查
发现，案发时段有一辆大货车在此运输货物。
获此线索后，民警迅速围绕大货车展开调查并
很快找到了车主刘某，通过刘某又找到了货物
买家王某。王某反映，他从周某手中购买了价
值7000余元的钛石膏，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9月24日16时许，民警快速反应，在中站区府
城街道某村将犯罪嫌疑人周某抓获。

经审讯获悉，周某今年 48 岁，府城街
道某村人，无业，游手好闲。犯罪嫌疑人周
某无意间发现该村路边堆放大量钛石膏且平
时无人看管，因急需用钱，便打起了盗窃钛
石膏的主意。随后，周某联系了买主，将盗
窃的钛石膏卖给了王某，从中获得赃款
7000 余元。犯罪嫌疑人周某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懒汉盗窃钛石膏
民警破案退赃款

本报记者 邓 帆

昨日，市公安局山阳派出所中星中队
民警马莉在辖区开展“一标三实”入户走
访，这是为一个名叫“秋花儿”的小姑娘
进行的“专属走访”。

马莉看到“秋花儿”坐在家门口，高
兴地朝着小姑娘喊了声“秋花儿”，小姑
娘愣神片刻，仔细辨别声音，欣喜地喊

“派出所的马莉阿姨”。
多年前，山阳派出所中星辖区一位居

民在市儿童福利院领养了一名身体残疾的
孤儿，这个小姑娘就是“秋花儿”，被领
养时只有8岁，无父无母，双目失明，语
言表达障碍，行动不便。

当时，马莉工作的地点离“秋花儿”
家很近，经常送孩子零食吃，教她说话发
音，“秋花儿”渐渐地能表达“马莉阿姨”。
看到孩子成长进步，“秋花儿”的领养妈妈

激动不已，对民警表示感谢，小姑娘的脸
上也经常洋溢着幸福和快乐的笑容。

后来，马莉的单位搬迁至焦辉路，
虽然离“秋花儿”家远了，但她心里始
终牵挂小姑娘，每逢酷暑寒冬都会送去
物品，在“秋花儿”心里，马莉就是“警
察妈妈”。

当天，马莉又来看望“秋花儿”，给
孩子带来了许多好吃的，“秋花儿”一边
吃，一边开心地笑。

看着孩子满脸的笑容，马莉很欣慰，
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让‘秋
花儿’感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而这也是
民警的职责。”

警花情系“秋花儿”

⬅9月22日下午，市公安局中站
派出所举行小型发布会，向群众通报
今年6月份以来对多起电动车被盗案
进行串并侦查的情况，公开退赃6辆
被盗电动车。图为退赃现场。

何登恩 张 婧 摄

➡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保障群众财产安全，9月26日晚，市公
安局解放派出所在华园小区举办花园街
警务室预防电信诈骗文艺晚会，社区民
警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知识，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
图为民警在表演节目。

吕静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