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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公安深入辖区开展打击
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为严厉打击跨境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切实保障
辖区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2020
年 11 月 3 日，汝南县公安局韩庄
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
村委、居民家中开展严厉打击跨
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
宣传活动，让群众进一步认清其
骗人本质和严重危害。
汝南县公安局韩庄派出所民
警按照公安部下发的《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依法严厉打击跨境

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
告》，深入辖区向群众宣传讲解跨
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惯用伎
俩，跨境网络赌博“十赌九输”，电
信诈骗步步“陷阱”。提高了辖区
居民对防诈反赌知识的理解，自
觉抵制跨境网络赌博，高度警惕
电信诈骗的新手法新特点，不断
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同时，民
警鼓励村民举报与此相关犯罪线
索，积极营造防诈反赌，人人有责
的良好社会氛围。

此次宣传活动，韩庄派出所
组织集中户外宣传 4 场次，出动警
力 5 人次，发放防诈宣传页 300 多
份，确保宣传工作取得实效。民
警提示：珍爱生命，远离赌博，跨
境网络赌博在违法犯罪的同时极
易掉进电信诈骗陷阱。不要点击
陌生人发送的网站链接或随意下
载风险软件，这极可能会造成电
脑、手机中木马病毒，切勿因贪图
蝇头小利而吃大亏。①
（武丽娟 苗占胜）

固始县公安局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全面增强公安民警防腐拒变能
力，不断提升全局规范化建设水
平，推动“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
治警”教育整顿向纵深发展，11 月
16 日下午，固始县公安局在县纪
委廉政教育中心开展了警示教育
活动。
教育展厅前，
“ 欲善其终，必
固其始”高悬其上——该县县名
取自此意，正与警示教育意蕴相
合，提醒参观者只有“不忘初心”，

才能
“方得始终”
。
警示教育宣传片播放室内，
大家学习了清代名士郑板桥清政
廉政的警示格言，集中观看了全
国爱岗廉洁模范—焦裕禄同志先
进事迹、反面警示教育宣传片—
贪赃枉法警示教育片。在观案自
鉴环节中，大家集中观看了一些
领导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案例；
鉴史明廉环节中，大家仔细了解
了相关清廉的古籍典故。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该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曾
骋领誓，32 名中层干部队列齐整、
警容肃立，右手成拳、字字铿锵，
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过程中，全体同志始终
保持警容严整、队列整齐，充分展
示了固始公安队伍纪律严明、训
练有素的良好形象。通过此次警
示教育，并紧密结合规范化建设
工作，不断提升公安队伍形象，全
力以赴建设“四个铁一般”过硬固
始公安队伍。①
（汪连红）

商城县公安局
“校局合作”
工作再添新成果
近年来，商城县公安局积极
探索校局合作、战教融合的新方
法、新路子，先后接收 5 批次优秀
警院学生到商城县公安局基层单
位实践实习，于 2019 年被河南警
察学院确定为实习实践基地。同
时，基层民警科学总结经典案例，
创新技战法，积极向警院申报专
题讲座，促进公安理论与执法实
践深度融合。
近日，商城县公安局局长董
志刚再次受邀赴河南警察学院作
了题为《试论电信网络新型犯罪
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的专题
辅导讲座。河南警察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书记张中国、思想政治

研究中心副主任邹孔华及警院学
生 150 余人参加讲座。
董志刚从电信网络新型犯罪
的概念和特点、商城县近年来电
信网络新型犯罪案件的发案趋势
和规律、当前侦破电信网络新型
犯罪案件的难点和对策等方面对
相关的内容进行详细的阐释。总
结了该类案件组织公司化、行为
产业化、人工智能化、手段多样化
等特点，指出了其社会危害和影
响，并提出全链条打击、全方位控
制、全时空预警、全社会防范的对
策，引起在场师生的共鸣。
结合商城县公安机关近年来
办理的两起赴越南和马来西亚开

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经典案
例，董志刚从大数据运用、资金流
查控、证据链固定和国际警务合
作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剖析，在
观看公安民警远赴万里之遥成功
端掉诈骗窝点和押解犯罪嫌疑人
回国的现场视频后，课堂上多次
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次授课，是董志刚再次带
着赤子情怀回到母校的教学相长
之旅。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讲座，
有理论、有实践，有数据、有案例，
有解疑答惑，有现场互动，为现场
师生上了一堂精致生动的辅导
课 ，受 到 警 院 师 生 的 热 烈 欢 迎 。
①
（胡盛俊）

潢川县南城派出所
严厉打击
“盗抢骗”成效显著
为大力宣传打防斗争成果，
震慑犯罪，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11 月 18 日，潢川县公安局南城派
出所在辖区举行公开退赃大会暨
打击
“盗窃骗”集中宣传活动。
退赃会上，南城派出所所长
刘述辉就 2020 年以来该所案件
侦 破、追 赃 等 工 作 情 况 ，向 辖 区
群众进行了通报。他说，今年以
来，南城派出所共追回并退还受
害人被盗电动车 5 辆、被盗手机
2 部、香烟及其他物品共计价值
万余元。

随后，民警将该所缴获的电
动车、手机等赃款赃物一一退还
给受害人。
前来参加大会的受害人纷纷
表示，感谢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及
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现场
群众对公安民警为维护社会稳定
做出的不懈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了解，今年以来，南城派出
所紧盯各类民生案件，聚力攻坚，
协同作战，强力推进侵财类案件
的侦破和预防工作。2020 年全
年，该所共侦破带破侵财类案件

14 起 ，抓 获 违 法 犯 罪 嫌 疑 人 16
名，发案率较同期下降 29%，破案
率较去年同期上升 15%。
会后，该所通过悬挂横幅、现
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
群众宣传防范“盗抢骗”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民警结合派出所
破获的盗抢骗真实案例，以案说
法，现场向群众讲解盗窃、抢劫及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形
式、特点及危害，让群众真正学到
行之有效的防范手段，增强自身
防范意识及能力水平。①（刘洋）

冒充民警电信诈骗
新县箭厂河派出所
成功摧毁
为切实提高辖区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有效降低电信诈骗案件发案率，新县公安
局箭厂河派出所坚持多途径、多方式积极
开展电信诈骗宣传防范工作。通过进社
区、进村组、进学校课堂，面向特定群体开
展精准防范宣传，最大限度地扩大宣传防
范覆盖面。近日，该派出所争分夺秒、快速
行动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
案件，挽回受害群众损失近两万元，受到辖
区群众的一致称赞。
11 月 18 日 11 时许，箭厂河派出所接县
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新县箭厂河乡居民卢
某花通话异常，
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接警后，
民警迅速赶到卢某花居住地址，
发现其经营的小卖部大门从里面反锁，且无
法电话联系本人，后通过多方努力让受害人
卢某花从室内将门打开。
经过民警了解，受害人卢某花接到一个
自称“武汉市公安局孙明警官”的电话，对方
称其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黑钱，让其配合。
极度惊恐的卢某花匆忙按照电话里的要求，
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将其经营的小卖部大
门从里面反锁，并将其家中的银行卡信息报
给对方，
在正准备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知
对方时被及时赶到的派出所民警及时劝阻，
成功摧毁了一场诈骗嫌疑人精心策划的骗
局。
警方提示：
“ 公检法”机关不存在所谓的
“安全账户”，也不会要求市民设置电话呼叫
转移、下载 App。市民如遇此类电话、短信
要求进行银行转账、汇款，
或者声称进行资金
审查的，
请勿相信，
以防上当受骗。①（胡建）

体验登山乐趣 共享健康生活

固始县公安局
开展主题登山活动

为进一步活跃警营文化生活，大力营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氛围。11 月
14 日上午，固始县公安局组织局直单位 35
名民警到固始县安山森林公园开展以“体验
登山乐趣，
共享健康生活”
为主题的登山健身
活动。
活动开始后，
全体参与人员精神饱满，
快
步前行，
一路上你追我赶，
大家边体验着登山
的乐趣边交流着工作的心得。在坡度较大的
路段，有些同志体力下降，但大家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共同向上攀登，
处处体现着关爱与
团结，气氛中洋溢着快乐与轻松。在经过约
一个半小时的攀登，
大家相继登上山顶。
运动后大家大汗淋漓,虽略感疲惫，
但他
们心中都充满了成功挑战自我的喜悦。在山
顶上，
大家合影留念，
记录这激动愉悦的情景
和时光。
此次登山活动使民警们在紧张工作之
余情绪得到舒缓，身心得到放松，锻炼了强
健的体魄，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丰富了业余
生活，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参
加活动的同志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登山活
动为契机，以拼搏的精神、健康的体魄、更
好的心态、更高的激情投身于固始公安工
作中去！①
（汪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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