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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诈骗宣传不放松

驻马店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多种形式开展反电诈宣传
春节期间，驻马店市公安局
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在严厉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同时，
创新开展反电诈宣传活动，采取
“线上+线下”齐发力，民警、辅警
全动员等方式，深入开展多种形
式的反电诈宣传，提高群众安全
防范意识。
经济开发区分局专门制作了
防电诈反电诈警示视频，利用各
种微信群、微博向外传播，让大家
熟悉各类诈骗的惯用招数，以及

遇到此类诈骗应如何处理，从而
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识骗
防骗能力。
2 月 15 日，金山派出所社区
民警深入翟庄社区，开展“反诈骗
宣传培训会”。民警李靖在培训
会上向广大群众介绍电信诈骗
犯 罪 分 子 的 惯 用 伎 俩 、作 案 手
段、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的 特 点、网 络
诈骗的种类和危害性，以及如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常识向群众
进行宣传，对有关中奖、理财、家

人受伤及冒充公安民警、冒充朋
友、冒 充 领 导 等 内 容 的 电 话、短
信、网络消息，不可盲听盲信，要
核实后再做相应处理，并提醒家
中老年人、妇女要保护好家庭及
个人的各类信息，不要向陌生人
透 露银行账号、家庭住址等基本
信息，
防止受骗。
通过此次反诈骗培训，进一
步提高了社区群众的防范意识，
为确保春节期间社区治安稳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张珂

濮阳华龙区警方成功侦破重大诈骗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天栋
近日，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
分局经缜密侦查、多方查证，成功
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十万元的
工程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被抓获归案。
2021 年 1 月 14 日，华龙公安
分局接到受害人杨某某报称：自
己在 2020 年七八月份认识了一
个名叫王某某的“大老板”。交往
期间，王某某自称是奥特莱斯公
司的股东，负责公司内建设工程
的外包事宜。目前正好有个防水
防漏的单项工程可以让受害人承

包，但是需要收取好处费。受害
人杨某某根据对方提供的工程项
目做了简单核算，认定只要能顺
利承包到该工程，利润还是非常
可观的，便一口应承了好处费的
承诺，并主动向王某某送上了 10
万元的工程
“定金”
。
但未想到的是，就在“定金”
转账成功后的第二天，王某某忽
然人间蒸发。手机、微信全部失
联。杨某某顿时慌了神，急忙前
往濮阳市奥特莱斯公司寻找。然
而核实的消息却是晴天霹雳：濮
阳市奥特莱斯公司压根就没有叫
王某某的大股东，所谓的防水防

漏工程更是子虚乌有。意识到被
骗的受害人只得来到公安机关报
警。
接报案后，公安机关迅速立
案调查。经核实，嫌疑人王某某
连名字都是杜撰的，其实名叫王
某玉，55 岁，濮阳县人。经过不懈
努力，2 月 19 日，公安民警经过蹲
点守候等措施，在濮阳市濮上园
门口将嫌疑人王某玉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玉
对其虚构身份和事实，诈骗 10 万
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王某玉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处理中。①

濮阳华龙区警方快速侦破盗窃车内财物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王天栋
2 月 18 日，是春节假期后上
班的第一天。濮阳市公安局华龙
区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们经缜密
侦查，在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就成
功侦破一起盗窃车内物品案，犯
罪嫌疑人刘某某被抓获归案。
2 月 17 日下午 4 时 40 分许，
华龙区分局民警接到一起盗窃报
警。受害人报称自己于中午时分
将黑色奔驰车停放在胜利路西段
的路边停车位上。当日下午 4 时
30 分许去开车时发现放在钱包内
的 4100 元被盗窃。正值春节期

间发生被盗案件，民警对犯罪者
的龌龊行为深感愤怒，立即安排
警力对此案展开侦破工作。负责
此案的民警黄献彬、王亚迪等人
放弃春节休息时间，连夜奋战，力
求在最短时间内查破此案。经视
频侦查等措施，民警通过大量的
比对工作，终于锁定了一名叫刘
某某的青年男子具备重大嫌疑并
对其展开抓捕工作。
2 月 18 日下午 6 时许，公安民
警已经连续奋战了一个昼夜。然
而嫌疑人未到案，工作组绝不收
兵。民警们迎着新春的万家灯
火，千方百计查找嫌疑人的蛛丝

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
方信息汇总，警方终于查知嫌疑
人刘某某目前藏匿在濮阳县一
洗浴场所内。获知此情报后，华
龙公安分局立即调集案件承办
民警和当日值班警力组成优势
警力共同前往抓捕。经过详细
的围捕部署，华龙警方于当日 19
时在濮阳县天逸洗浴中心内将
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对其盗窃车内财物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
中。①

平安守护
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春节前后加大破案力度 成效显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苏栋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
产安全，
春节前后，
开发区分局主动
出击，
加大破案力度，
连续破获4起
刑事案件，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4名，
极大地挽回了群众财产损失，
切实
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1 月下旬，接到受害人报警，
有人以便宜买到某小区房子为
由，骗取受害人 25 万元。办案民
警通过不懈努力、连续奋战，确定
犯罪嫌疑人万某某，但其行踪不

定，经过多日摸排蹲守，于 2 月 2
日将万某某抓获归案。
2 月 3 日，接到受害人报案：2
月 2 日 6 点，受害人将车辆停放在
濮阳市黄河路某停车场，晚 8 点半
开走，回到家中发现车内 1 万元现
金被盗。民警勘查现场后，通过
倒推取得犯罪嫌疑人进入现场的
录像，在案发后第四天将犯罪嫌
疑人牛某某抓获归案，并归还受
害者损失。
2 月 9 日中午，报案人称其家
中被盗。民警迅速赶至受害人家

中展开工作，对现场周边进行走
访取证，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于当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孟某某
抓获，这起入室盗窃案破获前后
不到 24 小时。
2 月 10 日，接到胡某报案，称
其女儿鲁某某于 2 月 7 日上午在濮
阳县某地走失。后通过监控视频
于 2 月 10 日晚在华龙区某村口向
北租户家中找到其女，
怀疑其女被
人强奸。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
行动，
当晚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抓
获，
次日被刑事拘留。①

平安守护
濮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重拳出击
成功捣毁两处赌博窝点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明增
通讯员 苏栋
赌博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且极易引发
社会治安问题，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近日，
开发区分局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抓
手，
秉承
“严细深实快”
的工作理念，
重拳出
击，成功端掉辖区内 2 个赌博窝点，依法行
政处罚款 4 名、治安拘留处罚款 12 名赌博
违法行为人，敲响了遏制赌博歪风邪气的
警钟。
经过前期巡逻排查和群众线索举报，
新习派出所、王助派出所主动出击，
分别在
新习镇某村张某家中将正在利用打鱼机赌
博及利用牌九赌博的张某等 7 名违法行为
人抓获；王助镇某村刘某某为杨某某等人
赌博提供了场所和赌具牌九，
当晚收取
“台
费”70 元，将利用斗地主、推牌九参与赌博
的杨某某及刘某某等 9 人当场抓获，现场
收缴赌资 800 元。随后，办案民警经过连
夜突审，张某等 16 名违法行为人对赌博行
为供认不讳。
隔日，开发区分局以打击赌博窝点为
契机，
大力开展禁赌宣传活动，
并积极鼓励
群众提供犯罪线索、举报相关违法犯罪行
为，
坚决同违法犯罪作斗争，
营造了和谐良
好的社会氛围。
此举有效打击了赌博违法犯罪，极大
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彰显了公安机关
能打善拼、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在下一
步工作中，开发区分局将持续加大打击力
度，
坚决肃清社会毒瘤，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
会环境。①

驻马店市公安局
金河派出所巡逻小分队：
真情为民谱新篇
驻马店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民警
心系群众，
尽心尽力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救助八旬走失老人，以实际行动忠实践行
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受到群
众的称赞。
2 月 15 日，金河派出所巡逻小分队民
警刘颖和辅警吴旭东和往常一样在辖区开
展巡逻防控工作，当巡逻至乐山路和金雀
路交叉口时发现有一位老年人在路边满脸
焦急，原地打转，表情无助，凭着职业的敏
感，
民警判断老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巡逻小分队民警迅速上前询问情况。看着
这位 80 多岁的老大娘一个人待在这里，民
警刘颖心紧紧握住老人的双手嘘寒问暖，
通过简单的沟通，知道原来老人是在自己
出来遛弯时找不到家了，老人只知道自己
的姓名叫杜某芝，但是不记得家人的任何
信息和电话。
民警刘颖经过耐心的询问和安抚后，
得知其家大概在雪松路与文祥路附近，民
警立即带着杜某芝老人前往雪松路与文祥
路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但是老人还是未
记起任何事情。在与其家人联系后得知老
人住在金雀路与文祥路交叉口东北角。于
是民警刘颖和辅警吴旭东开着警车将老人
安全送回家中，
看到老人已经安全到家，
巡
逻小分队民警揪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立即
投入到春节安保行动中去。①
张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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