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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警方积极开展反恐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安全
防范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
秩序，近日，汝南县公安局西大街
派出所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活
动积极开展反恐宣传工作，向辖
区群众普及反恐怖主义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和如何防范涉恐犯罪的
侵害。
11 月 16 日上午，西大街派出
所的民警、辅警走上街头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和接受群
众咨询等方式，提高群众对恐怖
活动的认识，了解恐怖事件的应

对防范措施、自我保护和避险自
救方法，同时，民警还鼓励群众发
现可疑人员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呼吁人人参与防范抵御暴恐，共
同筑牢安全防线。为进一步加强
疫情期间重点领域反恐防范工
作，在银行、医院、加油站等特殊
场所，民警还就在日常生活中如
何识别恐怖袭击嫌疑人，发现可
疑人员、遭遇持械袭击应如何应
对等一些措施向现场人员做了详
细讲解和示范，从而有效提高其
反恐意识及能力，更好地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宣传中，民
警还结合场所自身的特殊情况，
严格要求各行业场所责任人，按
规定落实好各项安保制度，时刻
牢记反恐责任，遇到可疑人员、可
疑物品及时联系公安部门。
此次反恐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页 140 余张，现场接受咨询 13
次。通过此次反恐宣传活动，使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反恐风险意
识、责任意识，掌握反恐防范有关
知识和技能，营造了“全民反恐”
的浓厚氛围。①
（李媛媛）

泌阳警方告破系列车内财物案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经过缜密侦查，快速出击，破获
系列盗窃车内财物案件两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一名。
9 月 16 日，刘先生到自己的
车上取钱时，发现放在扶手箱内
的数千元现金不见了，赶紧到泌
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刑警大队二中
队、视频中队民警立即围绕现场
展开调查，通过大量工作，成功锁
定了有流窜盗窃前科的男子丁
某。民警工作发现：9 月 15 日中

午，刘先生把自己的途观汽车停
放在泌阳县城团结路北段路西车
位上；9 月 16 日凌晨两点多，一男
子骑电动车靠近刘先生车辆，使
用开锁工具将车门打开，盗窃了
车内钱财逃离现场。该男子反侦
查 意 识 极 强 ，作 案 时 戴 口 罩、帽
子、手套进行伪装，作案过程中骑
电动车在县城内四处游走，且专
门走监控不完备的偏僻路段，作
案后选择走小路逃离现场。
9 月 24 日凌晨，刑警大队二
中队民警田松海、禹彪在县城花

园路一居民楼附近，将正在伺机
作案的嫌疑人丁某抓获。经审
查，犯罪嫌疑人丁某对其 9 月 16
日凌晨盗窃途观汽车车内现金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丁某还供述
了其流窜至驻马店市区，9 月 18
日凌晨在市区某居民小区盗窃
一辆大众涂昂汽车车内价值 3
万 多 元 名 烟 、名 酒 的 犯 罪 事
实。 民警抓捕中扣押嫌疑人作
案 用 电 动 车 一 辆 及 开 锁 工 具若
干，同时追回被盗五粮液两箱、中
华烟两条。①
（张玉帆）

“刷单”
被骗
泌阳警方顺藤摸瓜侦破诈骗团伙
近些年，打着“刷单返利”的
幌子进行网络诈骗犯罪的违法犯
罪行为呈现多发态势。近日，泌
阳县公安局刑警一中队、局反诈
中心成功侦破一起网络刷单诈骗
案件，抓获 11 名犯罪嫌疑人，扣押
作案手机 35 部、银行卡 96 张，涉
案资金 200 余万元。
10 月 16 日，泌阳县泌水办事
处居民曹先生在抖音参加点赞或
刷 单 提 取 佣 金 的 任 务 时 ，在“ 客
服”引导下先后向客服提供的账
户上汇款 7 万余元。曹先生发现

被骗后，
“ 联系”客服退款时已经
被对方拉黑，
随即报警。
接到报警后，泌阳县公安局
长许志勇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
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专案民
警通过对受害人转账信息等证据
进行固定，依托大数据平台循迹
追踪，顺藤摸瓜，锁定受害人被骗
资金落地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
和漳州市。
10 月 30 日，抓捕时机成熟，
专案组民警雷霆出击，集中收网，
在泉州、漳州两地对三个窝点的

嫌疑人同时实施抓捕，成功将胡
某等 11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目
前，该案带破同类刷单诈骗案件
30 余起，犯罪嫌疑人胡某、何某
某、徐某某等 11 人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彻查
中。
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
切勿轻信陌生人的兼职刷单信
息，不要随意点击不知名的链接
和网站，也不要随意和陌生人进
行金钱交易，避免落入骗子的陷
阱。①
（张玉帆）

男子爬信号塔欲轻生
泌阳民警紧急救援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王店派
出所刘海鹏带领辅警田振华、李
国阳等人在王店镇李庄村委进行
大走访时，发现远处农田里新架
好的电力传输塔上坐着一个人，
塔下围拢着四五个人。经向在场
群众了解得知，该男子因矛盾纠
纷爬上信号塔，试图通过这种方
式解决问题。据了解，爬上信号
塔的是一名青年男子马某，男子
在塔上所处位置距地面 30 多米，

塔底四周地面上堆满了铁质施工
材料，晚上天气越来越冷，该男子
已在塔上待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一长，稍有不慎从塔上摔下，后果
不堪设想。民警第一时间拨打
119 救援电话，又联系到传输塔的
承建部门，为安全起见，民警刘海
鹏等人劝离了现场围观人员，并
与 塔 上 男 子 对 话 ，安 抚 其 情 绪 。
不久消防救援部门也到达现场同
民警一起部署救援工作，随时准

备应对突发情况。在民警与塔上
男子交谈过程中，该男子情绪激
动，
现场一度陷入僵持状态。为避
免马某长时间在高塔上，
身体机能
受到损伤，
民警刘海鹏和走访辅警
不顾危险，
和消防救援大队通力协
作，
一起爬上高塔，
将安全绳牢牢地
捆绑在马某身上，
将其安全救下，
引
起该事件的矛盾纠纷，
也在王店派
出所的主动作为、积极工作下得到
了完全化解。①
（张玉帆）

老人任性离家出走
民警热心助其回家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马谷田派出所民
警在大走访活动中帮助一离家出走的老人
找到家人，以点滴行动温暖人心，保护百姓
平安，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谱写了警民和谐
的深情乐章。
10 月 19 日，马谷田派出所民警叶鹏带
领辅警刘峰辰在马谷田街进行入户大走
访，当走访到马谷田镇鸿军彩钢瓦厂时发
现一名老人手拄拐杖在厂门前坐着，表情
痴呆，精神恍惚。民警叶鹏于是上前进行
询问，得知该老人叫袁红昌，系泌阳县盘古
乡人，因近日同家人生气，遂离家出走，并
称自己一个人要坐火车去北京。民警叶鹏
查看了老人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发现老
人已经 87 岁高龄。
民警叶鹏等人考虑到袁红昌老人年纪
过大，一个人在外极其不安全，遂对袁红昌
老人进行心理安抚，并劝老人坐上警车到
派出所。在此期间，民警及时查找袁红昌
老人家人联系方式，积极与其家人沟通联
系。得知这一情况后，正焦急万分的老人
家人们一起开车来到马谷田派出所。
见到老人安然无恙，一家人连声对民
警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对民警认真的工
作态度表示称赞。民警叶鹏则反复再三叮
嘱老人的家属要注意照看好老人的日常生
活，平时多向其沟通交流，以免再次生气离
家走出发生意外。随后在民警叶鹏和辅警
刘峰辰的搀扶下，老人乘坐上了女儿的车
安全返回了家中。①
（张玉帆）

泌阳县公安局
成功侦破
一起“裸聊”
诈骗案件
近日，
泌阳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
“裸
聊”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扣押
作案用手机 5 部、银行卡 33 张。
9 月初，湖北籍男子李某到泌阳县谈
生意入住酒店后，在某交友 App 上和一个
名叫
“花海”
的美女进行
“裸聊”。随后，
“花
海”以将“裸聊”视频发送给李某通讯录里
的联系人，让其身败名裂、删除后台数据、
索要封口费等各种理由先后诈骗李某 12
万余元。面对无休止的恐吓威胁，李某选
择报警。
接到报案后，泌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二中队在网监大队、反诈中心协助下，
通过
侦查发现，嫌疑人先是利用“裸聊”为诱饵
引诱受害人“入套”，然后发送暗藏木马病
毒的 App，窃取受害人通讯录等个人隐私
信息，
进行敲诈。刑侦民警尤帅、禹彪结合
“裸聊”诈骗犯罪作案特点，深度研判分析
涉案信息，寻找突破口，通过大量工作，最
终锁定嫌疑人身份信息和活动范围。9 月
29 日，泌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组织民警分
赴重庆、广东两地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在当
地警方大力配合下，
将犯罪嫌疑人左某、张
某某、周某某、黄某 4 人先后抓获，当场扣
押作案用手机 5 部、银行卡 33 张。
目前，该案带破同类“裸聊”诈骗案件
50 余起，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① （张玉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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