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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民警顺线追踪一天
抓了仨犯罪嫌疑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实习生 罗聪 通讯员 李山林
春节期间，平顶山市公安局新
华分局民警连续作战，一日之内抓
获 3 名涉“两卡（银行卡、手机卡)”
犯罪嫌疑人，捣毁贩卖银行卡团伙
1 个，缴获涉案银行卡 20 余张，涉
案资金 50 多万元。
据办案民警徐琦介绍，春节前
夕，新华分局西高皇派出所在梳理
公安部断卡行动线索中发现，平顶

山市石龙区一名叫牛某某的男子
银行卡账户资金存在异常，涉嫌以
贩卖银行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随后，民警开始对该线索进行分析
研判，发现该嫌疑人在大年三十那
天，已回到石龙区老家过年。获此
消息后，2 月 12 日（大年初一）凌晨
5 点，民警驱车前往石龙区进行抓
捕。上午 10 时许，民警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牛某某抓获。牛某某供
述了其贩卖银行卡给刘某明等人

的犯罪事实。
之 后 ，办 案 民 警 顺 藤 摸 瓜 ，
又驱车赶往市区的某足浴店，成
功将正在休息的牛某某上线刘
某 明 抓 获 。 当 晚 12 时 许 ，警 方
又将参与帮助网络犯罪非法获
利的第三名犯罪嫌疑人张世某
抓获。
目前，该团伙 3 名嫌疑人已被
新华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当中。①

孙杰伟:公安法制战线的
“巾帼女杰”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国强
通讯员 时广建
今年刚满 50 岁的孙杰伟从警
20 余年，一直坚守在法制岗位上，
作为杞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她在平凡的法制岗位作出了优异
成绩，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曾两次
荣立三等功，在她的努力带领下，
杞县法制工作被省公安厅评为全
省法制工作突出先进集体。
工作中，她对每起案件都严把
证据关、程序关、质量关。2020 年
度，经她审核的 1026 起刑事、行政
案件，无一起错案。在全省公安机
关统一开展的“利剑”严打整治集
中行动中，她认真分析案件线索，
指导办案单位办案，所牵头负责的
刑拘、公诉等综合打击数量均创历
史新高，杞县公安局也从过去的严

打落后单位跃入全市先进。
其间，她大胆提出并推出了一
系列推进公安法制建设的工作举
措，使得全局涉法新发信访案件大
幅度减少。所推行的执法质量半
月通报、月考评制度，实现对执法
办案活动的全流程、全要素、全环
节管理监督，由于措施得力，该局
执法质量考评工作始终位居全市
前列。在执法培训工作中，她认真
倾听基层单位意见，创新开展“面
对面”培训及“钉钉”直播培训，在
全局形成了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作为一名女民警，她巾帼不让
须眉。
“ 利剑一号”行动伊始，她主
动请缨牵头综合打击。酷暑时节，
她冒着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多方奔
走，亲力亲为，在短短的二十天内
公诉犯罪嫌疑人 200 余人，创造了

杞县公安局历史最高纪录，而她自
己脸晒黑了、脚磨破了却全然不
顾。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办公室
椅子上经常放着一个护腰带，因为
长期伏案工作，她腰椎间盘严重突
出，久坐后腰部疼痛难忍，只有依
靠护腰带进行缓解。有时腰疼得
厉害，在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案件
时，她只好身体贴着墙站着听取案
情。
2020 年初，83 岁的母亲因脑
梗生活不能自理，她因无暇照顾只
好将母亲送进养老院，一个月也难
得去看望一次，老母亲思女心切，
天天念叨她，咋都不来看看呢。时
间一长，老母亲见面竟然不能相
认，一向刚强的她见状当场情绪失
控，
失声痛哭起来。①

暖心！平顶山民警送迷路老人回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实习生 罗聪 通讯员 李山林
“谢谢民警同志，要不是你们
不辞辛苦把我们母亲找到，我们几
家人今年的春节估计都过不踏实
了。”2 月 19 日上午，家住平顶山市
湛河区化肥厂家属院的吴晓（化
名），
特意来到住新华区西高皇派出
所，
拉着民警李俊卿的手不停道谢。
2 月 11 日（除夕）16 时 58 分，
西高皇派出所接 110 指令称：辖区
生态园公交站牌处有一老人找不

到自己的家了。接警后，西高皇派
出所民警李俊卿等人立即赶到出
事地点。通过和老人沟通，民警发
现该老人似乎患有老年痴呆症，只
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叫沈某某，今年
83 岁，老家在南阳唐河县，其他什
么都不知道，且身上没有手机和用
于证明身份的物品。于是，民警先
将老人带回派出所，一边向市局指
挥中心汇报情况，一边核实老人身
份，并通过转发社区民警微信群和
朋友圈的方式帮助老人寻找家人。

晚上 19 时 30 分，李俊卿终于
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随后驱车将
老人送到位于湛河区化肥厂家属
院的住处。原来，当天上午，老人
的家属都在为过春节忙碌，却不知
道老人什么时候自己跑了出去。
一家人为了寻找沈某某，放下手中
的活四处查找。当看到民警将老
人安全送到家时，
家属喜极而泣。
春节假期结束后，老人的女儿
又专程来到派出所，当面向民警表
达谢意。①

平顶山民警蹲守 8 小时
抓获一名网上追逃人员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实习生 罗聪 通讯员 李山林
近日，平顶山新华公安分局通
过分析研判，驱车数百公里，又冒
着严寒连续蹲守 7 个多小时，成功
在南阳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2 月 8 日上午，办案民警结合
分局网监部门线索，通过精心研
判，初步锁定因涉嫌致人轻伤的逃
犯郭某某可能在南阳市宛城区一

小区内暂住的信息。
获得该线索后，办案民警崔喜
柱、
赵云雷、
李率鹏驱车奔赴南阳市
宛城区嫌疑人暂住地实施抓捕。
由于该区域人员流动性大，并且中
间夹杂有数家饭店，
地形复杂，
三人
在郭某某出租屋周围冒着严寒连
续蹲守 8 个小时。当晚 23 时许，
民
警终于发现了郭某某身影。为确
保顺利抓捕，民警在目睹郭某某进

入租住的房屋后，让房东借故敲开
房门，
趁其不备一举将其抓获。
经询问，郭某某在 2018 年因
酒后打架致人轻伤，被郑州市高新
区法院判处缓刑。缓刑期间，郭某
某因做生意欠下了数十万的外债
后长期潜逃在外，
被上网追逃。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①

平顶山高新公安分局
开展防电诈
集中宣传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实习生 罗聪 通讯员 刘渝平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平
顶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积极开展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全力提升辖区群
众防范识别电信网络诈骗能力。
自 2 月 1 日起，分局以刑侦大队为
主力，
协调辖区皇台派出所、遵化派出所
对当前电信诈骗的新形式、特点和易受
骗群体进行分析研判，
明确任务重点，
制
定打防措施，
理清工作思路，
做到联动处
置，有效推进防范电信诈骗工作高效开
展。
社区民警充分利用
“一村（格）一警”
工作机制，开展进社区、进村庄、进广场
活动，
将印有通俗易懂、简明易记防范电
信诈骗常识的宣传彩页张贴在小区门
口、村庄路口、广场等群众聚集地，并向
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卡片，现场解答群众
疑问，
广泛开展防诈骗宣传。同时，
他们
还借助微信平台使用人员多、传播速度
快的优势，
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防范
网络电信诈骗的相关文章、微视频等，
扩
大受众面、知悉率，
构建网络防范电信诈
骗阵地。
据悉，
集中宣传活动开展以来，
高新
公安分局共张贴宣传彩页 1000 份，受众
近千人，辖区群众防范电信诈骗意识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电信诈骗发案率较
去年同期下降 10%。①

平顶山高新公安分局
开展节日走访慰问活动
春节期间，平顶山市公安局高新分
局开展集中走访慰问
“新春祝福暖警心”
主题党日活动，把市局党委及分局党委
的新春祝福和关怀送到每位困难民警手
中、心中。
分局政委任明杰、政治处主任陈伟
分别到因公负伤的民警郑长坡和困难民
警高松涛家中看望慰问，
副局长关亚洲、
张晓青则分别来到遵化派出所、刑侦大
队，把关心关爱送到民警、辅警岗位上，
为这些克服困难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同志
们加油鼓劲。
班 子 成 员 每 到 一 处 ，都 与 同 志 们
深入交流，问冷暖、访真情，详细了解
他们工作、生活上遇到的问题，称赞他
们 克 服 困 难 ，任 劳 任 怨 ，坚 守 工 作 岗
位，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鼓励
他们在新的一年继续发扬克难攻坚的
优良作风 ，发 扬一如既 往乐观向上的
精神。
广大民辅警纷纷表示，将继续全力
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公安事业发展奉
献自己的力量。①
刘渝平

主编：王栋梁 责编：杜晚霞 版式：
朱永娜

校对：
崔俊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