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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经开公安端掉两个黑加油站窝点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王宏伟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周口经开区公安分
局落实落细
“打防管控治”
，
坚持以
打开路，
重点加大对黑加油站的惩
处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力
净化社会环境。近日，
经开分局一
天内端掉两个黑加油站点，
现场查
获加油机 2 台、油品约 2000 升，抓
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人。

近日，太昊路派出所在开展
“一村一警”工作中，获知“有人私
自储存、销售汽油，且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线索，经前期走访摸排、
缜密侦查后，组织民警迅速收网、
果断出击，将在门面房和农家院
内非法售卖汽油的郭某、支某分
别控制，在郭某家后院发现有 3 个
铁质大桶和 1 台加油机，同时从支
某经营的院内查获 1 台加油机和
1 个地下储油罐。

经讯问得知，郭某从山东购
买汽油私自储存并对外出售，支
某从抖音“尾气清洁剂”加盟公司
采购汽油并存储、出售，两人对涉
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调查中还发现，郭某、支某两
人均因非法买卖、存储危险物质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支某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①

扶沟白潭派出所强化反诈宣传 共筑安全防线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史中涛
为增强辖区群众反诈意识和
能力，预防和减少辖区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的发生，近日，扶沟县公
安局白潭派出所认真研判了当前
辖区预防和打击网络电信诈骗工
作形势，多措并举开展防范电信
诈骗宣传活动。
宣传过程中，组织警力对集
镇商户逐户逐人走访，对各行业

场所进行全覆盖宣传，同时还充
分利用了学生开学前做核酸检测
的契机，组织民警在维护采样点
现场秩序期间“见缝插针”地给现
场群众接种一剂反诈
“疫苗”。
社区民辅警在各村小组微信
交流群内定期推送反诈宣传知识，
进一步扩大了宣传范围，
营造出浓
厚的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氛围。
民辅警在宣讲过程中使用通
俗易懂的方言进行讲解，
并辅以发

放宣传单和典型案例宣传手册、在
公共场所及商户营业场所张贴宣
传海报、与群众签订预防网络电信
诈骗承诺书等多样形式，全方位、
多角度向群众宣传仿冒身份欺诈、
购物欺诈、利诱欺诈、电话诈骗、短
信诈骗等多种常见的诈骗作案手
法和特点，
并对一些老年群众关切
的养老诈骗问题进行解答，
提醒大
家保持警惕，
在遭遇疑似诈骗时及
时报警求助。①

淮滨县公安局期思派出所民警王鑫达：
勤于钻研的警务实战教官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龚雪
通讯员 孙久扩
王鑫达，
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2021 年 1 月加入公安队伍，
系淮滨县公安局期思派出所民警，
现任淮滨县公安局警务实战教官。
在 2022 年开展的全局“最小
作战单元”警务专项训练中，王鑫
达深刻领会大练兵活动的重要意
义，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
面貌积极参与到大练兵的训练中
去，全身心投入，积极主动完成每

一个课目的教学任务，得到参训
民警的一致好评。
在担任教官期间，王鑫达始
终坚持“练中学、学中干”，立足工
作岗位，注重实效，熟练掌握各种
训 练 方 法 ，潜 心 钻 研 教 学 策 略 。
他先后参与“全市警务技战术送
教下基层暨实战能力考核测评活
动”，组织参与县局“最小作战单
元专项训练”培训班 6 期。王鑫达
多次外出“取经”，积极向其他县
区学习先进练兵经验，并将好的

教法和先进经验带回淮滨，因地
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为淮滨县公安局的教育训练工作
提供了很大帮助。
一年来，
在训练教学中，
无论寒
风瑟瑟还是烈日当头，
王鑫达始终
如一地坚守在训练场上。教学中，
他全神贯注，
认真施教，
讲求实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和学习，
如今的王鑫达实现了教、学、练、战
的无缝衔接，
从而为淮滨县公安局
的教育训练作出了积极贡献。①

电动车未锁被盗 周口经开公安快速破案追赃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王宏伟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周口市公安局经开
区分局紧盯“盗抢骗”等侵财犯罪
不放松，发起凌厉攻势，严厉打击
突出违法犯罪，全力维护辖区社
会治安平稳。近日，经开分局太
昊路派出所快速侦破一起盗窃电
动车案件，为群众追回被盗车辆，
并收到了群众送来的一面“执法
公正，破案神速”
锦旗。

近日，太昊路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在东来尚城小区楼道口停
放的一辆电动车被盗。接警后，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经现场勘查、
调取视频、走访摸排等大量工作，
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
随后，民警顺线追踪，在小区
物业协助下，在嫌疑人王某住处
将其抓获，并查获被盗车辆。
据了解，9 月 13 日凌晨 4 时
许，
王某在东来尚城小区单元楼道
口发现一辆电动车未上锁，
见无人

便起了贪念，
趁机将电动车推走。
经讯问，王某对其盗窃电动
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已被依法给予行
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离开车子时
要上锁并拔下车钥匙，尽量停放
在有人看管或视频监控区域，一
旦发现车子被盗，请第一时间拨
打 110 报警。①

光山县公安局北向店派出所：
追逃+跨省抓捕 “双箭齐发”再添新战果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龚雪
通讯员 孙惠坤
近日，光山县公安局北向店
派出所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为抓手，精准分析研判、
主动出击，在严厉打击各类现行
犯罪的同时，持续不断加大追逃
力度，成功劝投 1 名网上在逃人
员，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 5 人，打
击犯罪频添战果。
8 月份，北向店派出所通过对
辖区在逃人员信息进行仔细分析
研判发现，北向店籍男子李某因
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县局列为在逃

人员。
为了使李某早日归案，民警
在对其可能藏匿地点及可能逃跑
方向进行分析研判的同时，通过
政策攻心，向其家人宣讲法律政
策，督促其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
理。迫于警方强大的追逃压力，8
月 29 日下午，李某从湖北省某地
返回北向店乡家中后，主动到北
向店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
其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目
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光山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月底，平时喜好购买彩票的

县城居民郭某在抖音平台一彩票
博主发布的视频下点赞评论时，
一名抖音好友向其分享一个名为
“彩票内部福利群”的二维码，出
于好奇，郭某通过自己的手机识
别该二维码并点击其跳转的链接
后下载了一个名为“福彩中心”的
APP，最终被骗 30 余万元。接到
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对郭某被
骗资金流向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于近日先后组织警力奔赴浙江、
山东等地将 5 名涉案的犯罪嫌疑
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①

开封鼓楼公安分局
下好“三步棋”
扎实推进“百日行动”
□大象新闻记者 曹东方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鼓楼分局大力
整治治安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
患，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着力营造严
打、严防、严管、严控高压震慑态势,全力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突 出 重 点，下早隐患 排查“ 先手
棋”
。分局依托
“百日行动”，
提高重点区域
巡逻频次，
精确掌握各类不稳定线索，
确保
将矛盾发现在早、处置在先、化解在萌芽，
共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30 余起。
二、找 准 盲 点，下好社会 防控“ 关键
棋”。充分发挥“1、3、5 分钟”快速反应机
制优势，分局加强夜间 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营业场所打架斗殴等警情易发时间段的
巡逻防控工作。针对寻衅滋事、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等易发多发案件，科学部署巡防
警力和勤务，确保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
置。
三、突 破 难 点，下实打击 整治“ 制胜
棋”
。坚持
“大案必破、小案快破”，
运用
“传
统+科技”的破案模式，以打促防、力控发
案，
重拳打击整治
“黄赌毒”
“食药环”
、电信
诈骗等多发性违法犯罪。对辖区重点地段
开展滚动排查和警情研判，及时掌握夜间
消费热点、治安复杂场所、临时性夜间经济
活动等实际情况，
针对性开展整治，
切实维
护辖区群众良好生活环境。①

开封鼓楼公安分局
周密研判
抓获惯犯带破案件三起
□大象新闻记者 曹东方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开封鼓楼分局
在持续强化街面巡逻防控的同时，重点强
化现行案件的侦查力度。近日，分局顺线
追踪，周密布控，蹲点守候，成功抓获盗窃
犯罪嫌疑人薛某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带破盗窃案件 3 起。
近日，鼓楼分局州桥派出所接连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包公湖大市场购物时有背
包、手机等物品被盗。为尽快斩断这一侵
犯群众财产安全的“黑手”，分局组织精干
警力围绕案发时段、地点开展深入摸排侦
查，
经大量工作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
侦查民警调查发现，该嫌疑人多选择
在早晨人流量较大的时间段进入市场，随
后在市场内来回游走寻找作案目标，通常
选择顾客电动自行车的前车筐及前挡风罩
内兜实施盗窃，一旦发现受害人视线离开
自己的电动车，
便迅速实施盗窃，
一般在十
秒钟内完成作案。
为此，分局立即组织州桥派出所及巡
防大队，根据研判结果，周密制订抓捕方
案，经连续 5 天蹲守，9 月 6 日上午 8 时许，
蹲守民警在包公湖大市场将正在寻找作案
目标的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经查，
犯罪嫌疑人名为薛某，
为外地市
流窜至开封市盗窃人员，有多次盗窃前
科。目前薛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