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设） 近日，
温县村民注册使用“金钟罩”APP软
件后，成功预警诈骗电话，温县警方
迅速处置，使群众及时免受损失。

2月11日11时55分，温县公安局
招贤派出所接县反诈中心通知，称辖
区村民卢某某被“金钟罩”监测到正

在接到诈骗电话，请迅速处置。接到
通知后，包村辅警杜亚楠立即赶往卢
某某家中，并通知村干部前去先期处
置。到达现场后，卢某某称其接到一
个不知名的电话，没等对方说完话就
挂了。卢某某表示，通过招贤派出所
的反诈骗宣传，以及对“金钟罩”

APP的注册使用，自己对陌生号码来
电保持了高度警惕。

随后，杜亚楠对电信诈骗的危害
以及“金钟罩”APP软件的安全性和
预警性向周边群众进行详细的讲解，
并让未注册群众及时注册了“金钟
罩”，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温县公安局：

“金钟罩”反制预警 守护群众“钱袋子”

警务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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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黄子钰） 2 月 19
日，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通报
春节期间安保维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
全国两会、市两会、元宵节等系列安保
工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鲁文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春节期间全市公安机关
安保维稳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省、市领导高度重视春
节安保工作，大年初一，省委书记王国
生专程到省公安厅看望慰问公安民警，

视频调度全省公安机关。市委书记王小
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也专门到
公安机关慰问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全
市公安民警和辅警忠诚履职、在岗尽
责，维稳工作扎实有效，打防管控全面
有力，安全管理细致有为，队伍内部稳
定有序，圆满完成了春节安保任务，实
现了“五个严防”“三个确保”的工作目
标，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
好，为广大群众欢度新春提供了坚实保
障。

会议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要求。要切实抓好系列安
保工作，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对党、
对国家、对公安事业的绝对忠诚，认真
安排部署全国两会、市两会和元宵节系
列安保工作，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
责任，确保各项安保任务万无一失、绝
对安全。要持续抓好信息的收集研判，
精准打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发
挥整体效能，实现社会面管控更加主动
有效。要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切

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会议强调，要认真谋划新一年的公

安工作，立足焦作实际，强力推进重点
工作，细化量化工作任务。要规范队伍
管理，严管厚爱广大公安民警和辅警，
进一步提振士气，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
氛围。要强化担当抓落实，把上级要求
和本地实际工作相结合，坚决贯彻落实
上级精神，以更严要求、更高标准推进
各项公安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市公安局召开局长办公会
安排部署近期公安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帆）近日，市
公安局解放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经过
研判，周密部署，食药环中队、上
白作派出所和七百间派出所协作配
合，迅速出击，成功侦破销售假冒
伪劣汽油案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人，收缴劣质散装汽油近15吨。

2 月 5 日，七百间派出所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黑加油站线
索。随后，该所民警通过两日摸
排，最终成功锁定了2名犯罪嫌疑
人。经深入调查，该所民警在解放
区民主北路某小区南侧附近的一个
空院里发现了一个黑加油站窝点。
随即，该所民警迅速出击，在该窝
点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抓获。经过继
续调查，民警很快又将另一名嫌疑
人张某抓获。同时，该所在解放区
民主路与影视路交叉口附近缴获涉

案劣质散装汽油7吨。
2020年10月30日，上白作派

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某村
附近经常有一女子向周边群众销售
便宜、包装不合格规范的劣质散装
汽油。通过调查，民警发现吴某和
崔某有重大嫌疑。随后，民警掌握
了吴某、崔某的进油渠道，并找到
了上线牛某及储油窝点。2020 年
12 月 22 日 9 时许，民警在吴某和
崔某为他人加劣质散装汽油时，迅
速出击，将二人当场抓获，收缴油
桶3个。同时，民警也成功将牛某
抓获，并现场查获劣质散装汽油近
8吨。

目前，犯罪嫌疑人牛某、吴
某、崔某、张某和徐某均已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解放警方

侦破销售假冒伪劣汽油案

本报讯 （通讯员何登恩、张
婧）辛丑牛年第一天，市公安局中
站分局民警在辖区治安检查时，成
功抓获1名外地网上逃犯，为“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再添战果。

2 月 12 日 15 时许，该局府城
派出所所长陈永光带领民警在月山
二号院一网吧开展治安检查时，发
现一青年男子神色慌张，有意躲闪
民警检查，引起陈永光的高度警
觉。面对民警的盘查询问，该男子

答非所问，而且急于离开网吧，民警
立即将其控制并带回派出所处理。

经审讯获悉，该男子为刘某，
25 岁，曾在浙江嘉兴打工。1 月
份，其因故意伤害案，被当地警方
列为网上逃犯。令刘某做梦也没想
到的是，春节期间潜回老家过年，
大年初一就被警方抓获。犯罪嫌疑
人刘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移交浙江嘉
兴警方处理。

中站警方

抓获一外地网上逃犯

本报讯（通讯员王伟）为扎实
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线下流动赌场违法犯罪，近日，
市公安局解放分局雷霆出击，打击
黄赌违法犯罪活动取得实效，侦破
5 起开设赌场案件，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72人，刑事拘留5人，行政处
罚67人，有效净化了春节期间社会
治安环境。

1月4日16时许，该局王褚派
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解放区某
小区有人开设赌场。该所组织民警
迅速出击，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马
某，查获张某、赵某和张某等 17
名涉赌人员。目前，涉案人员均被
依法处理。

1 月 20 日 0 时 50 分,该局焦南
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匿名举报，在
新园路某小区有人开设赌场。该所
立即组织民警、辅警到现场调查，
抓获开设赌场嫌疑人刘某，以及涉
赌人员 14 人。目前，涉案人员均
被依法处理。

1月21日，该局民主派出所接

到群众举报，称在解放区某小区有
人赌博。该所民警立即前往查处，
将正在赌博的 12 名涉赌人员查
获。经查，2020年9月份至今，犯
罪嫌疑人周某在位于解放区该小区
自己家中，以非法盈利为目的，为
赌博提供条件开设赌场。

1 月 25 日 21 时许，该局焦北
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位于解
放区太行中路某小区有人开设赌
场。随即，该所组织民警迅速出
击，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查
获董某、魏某和周某等9名涉赌人
员。目前，涉案人员均被依法处
理。

2月1日16时许，该局焦南派
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解放区某步
行街一房间内有人开设赌场聚众赌
博。该所民警立即行动，抓获犯罪
嫌疑人陈某和韩某，以及涉赌人员
15人。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和韩
某自 1 月 16 日以来为谋取非法利
益，在该步行街一房间内开设赌
场。目前，涉案人员均被依法处理。

解放警方

侦破5起开设赌场案

本报讯（通讯员何登恩、邢亚
萍）近日，市公安局中站分局经过
缜密侦查，成功侦破１起盗窃电动
自行车案，抓获１名犯罪嫌疑人，
追回１辆被盗电动自行车。

2 月 16 日 18 时许，该局府城
派出所接到黄某报案，称其停放在
中站某村停车棚内一辆价值 1000
余元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接到报案
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通过
现场勘查、走访和进一步侦查，民
警发现中站区某村村民李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获此重要线索后，该所

立即组织民警在李某家附近蹲点守
候，伺机抓捕。

2 月 17 日 12 时许，当李某途
经某村路口时，被突如其来的民警
扑翻抓获。经审讯获悉，2 月 16
日 15 时许，犯罪嫌疑人李某到村
边散步，途经该村停车棚时，发
现一辆电动自行车钥匙未拔，顿
生歹意，趁四周无人，李某骑上
电动自行车逃离现场。犯罪嫌疑
人李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警方行
政拘留。

中站警方
侦破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

本报讯（通讯员孟翔）为营造
安全环境，让辖区群众过一个祥和
的春节，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局加强对各类违法犯罪的打击
力度，近日成功侦破系列盗窃电动
车案，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追回
3辆被盗电动车，有效打击了违法
犯罪活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守护了
社会平安。

2月16日，市民谢某报警，称
其停放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迎宾
路西人行道上的电动车被盗。接
到报警后，该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
立刻查询电动车的行驶轨迹。经调
查，发现一名男性嫌疑人骑着被盗
电动车进入焦作西某村北街某二
层楼家户中。民警立即前往该户

开展工作，发现大门紧锁，院内
停放数辆电动车 （包括谢某被盗
电动车）。

为防止嫌疑人逃跑，民警兵分
两路，一是在大门口敲门喊话，二
是在房后进行蹲守。民警敲门喊话
时屋内人员将灯关掉拒绝应答，僵
持一个小时后，民警从邻居家翻越
进入该户进行调查，最终在二楼杂
物间将藏匿在角落里的嫌疑人姚某
成功抓获。经讯问，姚某对其自2
月 14 日起，在丰收路普济路交叉
口西南角、普济路新园路交叉口附
近以及迎宾路上连续盗窃3辆电动
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
罪嫌疑人姚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示范区警方

侦破系列盗窃电动车案

本报讯 （通讯员买红梅、王寿
义） 近期，为强力推进“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
续稳定，沁阳市公安局统筹谋划，科
学布警，紧抓“四个切入点”，不断
强化责任落实，以高效务实举措写好
开篇之作，打好开局之战。

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切入
点，推动社会和谐。依托社区警务工
作，紧盯因征地拆迁、医患矛盾、劳
资纠纷、问题楼盘等重点领域，第一
时间开展纠纷化解工作。结合各警种
部门围绕日常案件办理、警情处置等
工作，尽可能将矛盾纠纷超前预警，
快速化解。工作开展以来，共排查化
解矛盾纠纷58起，未发生因矛盾纷纷
处置不当引发案事件。

以开展安全隐患清理清查为切入
点，清除治安隐患。严格落实危爆物
品清理查控和禁售禁放烟花爆竹相关
规定，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强化
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督促、指导
重点单位落实安防主体责任，健全完
善安全制度，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加
强 场 所 巡 查 防 控 ， 落 实 “ 四 实 登
记”。工作开展以来，共排查清理安
全隐患65起，签订安全承诺书200余
份。

以开展严打赌博违法犯罪为切入
点，净化社会环境。该局坚持“摸排
打击、露头就打”的工作思路，广辟
线索来源，形成严打高压态势。成立
以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
组，形成刑侦、治安、网警、法制

“打、查、审”一体化格局，凝聚强
劲打击力量。紧盯重点场所、村庄、
小区，组织开展拉网式打击整治行
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2 月份以
来，共打掉地下流动赌场3个，抓获
涉赌人员60余人。

以开展敏感节点活动安保为切入
点，确保井然有序。加强社会面巡逻
防控、安全检查，严防发生治安灾害
案事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积
极做好超市商圈、景点游园等周边的
疏堵保畅，加大酒醉驾、超载超员运
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面落实
春运安保措施，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
发生。2月份以来，共查处机动车违
法 70 余起，非机动车违法 300 余起，
处置酒醉驾7起，处罚7人。

沁阳市公安局：

“四个切入点”打响新年开局之战

本报记者 邓 帆

送你一个的玩具，再借用你的手
机，给你的亲友群发信息，“兼职刷
单”“无息贷款”“买大买小”这些电
信网络诈骗高发的诱饵广告就撒了出
去，每一个玩具背后就是一个隐而待
发诈骗案。

近日，沁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
电诈中队民警发现一可疑线索，在

步行街北口发现一男子在路边堆放
玩具，给过往行人说“用你的手机
群发信息，奖励一个玩具”，一会儿
工夫，已有多人借用手机，领取玩
具。

民警上前查看，原来该男子发送
的居然是当前多发的刷单、贷款、
赌博等诈骗链接。犯罪嫌疑人街头
猖狂作案，民警当即将其抓获，带
回警队讯问。

经查，该男子为博爱人，2020

年8月份至今，其明知自己所推广的
信息是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信
息的情况下，仍在焦作市区、武陟
县、博爱县、沁阳市等地人员流动
量大的地段以“送玩具”的形式推
广诈骗信息。

经初步调查，短短几个月，该男
子共推广诈骗信息500余条，非法获
利7500余元，上当受骗情况正在调查
中。目前，沁阳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
罪依法将其刑事拘留。

送玩具背后的骗局

山阳警方：

开启精准防控
守卫节日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王巴黎）近期，山阳警方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开启精准防控新模式，群
众安全感不断增强，辖区社会治安平安祥和。

化解矛盾促和谐，筑牢维稳预警防线。该
局组织民警深入社区村组、厂矿企业、项目工
地，广泛排查矛盾纠纷，努力将各类不稳定因
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加强信息研判，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目前，已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20余起。

织密网格，开启“紧凑型”巡防警务，遏
制发案率。该局紧贴实战需求，将松散单元串
联成紧凑网格，以常态化武装巡逻、便衣巡逻
和设卡盘查为手段，构建起条块融合、无缝对
接的城区巡逻防控体系。合理划分巡区、坚持
巡逻、设卡盘查，形成严防、严查、严管的高
压态势。春节期间，出动警力550余人次，服
务群众30余人次，街面见警率、管事率进一
步提升。

实施精准打击，案件实现快侦快破。该局
秉持“牛刀杀鸡”的态度，聚焦民生小案，加
大对现行违法犯罪的打处力度。针对盗窃、抢
夺、电信诈骗等多发性案件，利用多种手段，
深挖犯罪线索，提升破案效率，形成强力震
慑。近日，该局从一起小案入手，快速反应，
通过跟踪资金流向，侦破一起涉案价值81.6万
元的电信诈骗案件，民警赴西安市抓获犯罪嫌
疑人1人，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孩子玩游戏充值一万元
民警多方协调帮忙追回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设）近日，温县赵堡
镇群众郭某将一面印有“为民排忧 心系百
姓”的锦旗送到温县公安局赵堡派出所民警手
中，对警方快速追回孩子玩游戏充值的1万余
元表示感谢。

据悉，该局赵堡派出所辅警冉宪林值班期
间接辖区群众郭某的求助，称其手机上1万余
元被自家孩子玩游戏时充值花费掉了。接到群
众求助后，冉宪林对郭某手机中微信、支付宝
等软件进行查看，发现郭某孩子不止一次进行
了充值，金额高达一万余元。因考虑到孩子年
龄尚小，为了不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辅警朱
继鑫与王鹏宇细心引导和劝说，让孩子将充值
的事情经过详细讲了一遍。在得知孩子未满
12周岁后，朱继鑫及时拨打了某网站官方客
服电话就充值问题进行咨询，得知需要向网络
公司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才会返
回相应费用。

随后，该所民辅警连续多次帮忙收集整理
证明材料。2月7日，网站客服打来电话，称
提供的证明材料齐全，已经开始进行审核，通
过后会在3至5个工作日内将郭某孩子充值的
钱进行返还。

2月11日，郭某带着锦旗来到赵堡派出所
找到民警说：“我没想到钱能如数返还回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小女孩公园游玩走失
特巡警热心帮助找亲人

本报讯（通讯员张建设）近日，温县公安
局特巡警及时帮群众找回丢失孩子，受到群众
高度赞扬。

2月12日14时46分，温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接到报警，称子夏公园有一名小女孩与大
人在游玩时不慎走失。接警后，特巡警大队
811 巡组队员范晨光、晁乙轩迅速赶往现场，
只见一名小女孩在旁边哇哇大哭，一名群众正
在安慰她。

巡组队员上前了解情况，得知这名热心
群众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了在地上大哭的小女
孩，了解到小女孩是与大人走失后，立即拨打
了报警电话。特巡警队员随后了解到该女孩今
年6岁，与爷爷奶奶来子夏公园游玩时，不慎
与爷爷奶奶走散，也不记得家人电话号码。
范晨光迅速将情况反馈至 110 指挥中心，并
请查找女孩信息，而后将小女孩带至黄河路
待警点。

不久之后，小女孩爷爷奶奶来到了待警
点，就在巡警队员刚刚向110汇报完情况后，
该女孩爷爷就拨打110报警电话，得知情况后
就赶来了待警点，见到小孙女后，两位老人激
动不已，连连道谢，夸赞特巡警队员“你们真
是好样的！”

⬆春节前后，市公安局中站分局以反
“盗抢骗”为主题，深入开展“平安守
护”宣传活动，有效遏制了侵财类案件的
发生，着力维护治安大局平稳。图为民警
向群众宣传反电诈常识。

何登恩 邢亚萍 摄

⬅为深入开展”政
治 建 警 全 面 从 严 治
警”教育整顿活动，孟
州市公安局组织 120 余
名民警到市廉政教育基
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进一步筑牢了民警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为锻
造“四个铁一般”公安
队伍打下坚实基础。图
为民警参观学习家风家
训廉政文化。
马琳娜 梁庆丰 摄

➡连日来，沁
阳市公安局细化接
处警、社会面巡逻
防控、安全隐患排
查、春运安全保障
等各项措施，全体
民警、辅警强化使
命担当，用忠诚和
汗水为广大群众欢
度春节构建起坚固
的平安防线。图为
民警正在指挥交
通。买红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