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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警方：
关注关心未成年 避免成为可悲“工具人”
9 月 19 日，
延津县公安局电侦
大队工作中分析发现魏邱乡刘某
手机号码疑似涉嫌诈骗，
随即落地
核查，
于当日下午将嫌疑人焦某和
刘某抓获。经调查了解，
两人均系
未成年人，且是在校学生，受利益
驱动，
冒充某人力资源员身份与在
网上求职人员联系，
诱骗求职人员
添加上线诈骗犯罪人员的微信，
之

后，上线诈骗分子以缴纳定金、开
展业务等名义，
对求职人员实施诈
骗。至案发当日，
二人已共计从中
获利 9000 余元。目前，两人均已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提醒：近期，涉未成
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发，他们
接触互联网的时间长、范围广，但
涉世未深、心智不成熟、辨别能力

不强，在遭遇虚荣心、厌学、沉迷
网络、过度消费、心理与情感的忽
视等各类问题时，容易与网络因
素叠加，诱发实施网络犯罪。对
于在校学生，学校和家长应引以
为戒，关注孩子日常表现，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明辨是非
能力，强化学法守法意识，促进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①
苏曼丽

男子因工作纷争欲轻生 民警耐心劝解挽生命
9 月 17 日 17 时 ，驻 马 店 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关王庙
派出所响起一阵急促的报警铃
声，有群众报警称，
“ 在信合学府
春天商业街南头一饭店二楼窗
口 外 缘 ，站 着 一 个 年 轻 男 子 ，扬
言要跳楼。
警情紧急，值班民警火速赶
至现场。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
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裤子的年轻
男子站在二楼窗口外边缘，男子
脚踩位置为一条长约三米、宽约

二十厘米的商铺外墙装饰物，周
围除了二楼的窗户并无其他依附
物，稍有不慎随时可能会坠落，现
场情况十分危急。
经了解：该男子因工作上的
原因与同事发生口角，因情绪无
法纾解，冲动之下便做出了过激
举动，一气之下爬上了一酒店二
楼窗口外缘，
准备跳楼自杀。
处警民警了解情况后，一边
慢慢靠近该男子耐心劝导稳定其
情绪，一边询问酒店负责人酒店

内部房间具体情况。
“你抓紧窗
檐 ，千 万 不 要 松 手 ，不 要 往 下 看
啊，别激动，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
解决的，有啥事儿你跟我说。”民
警一再叮嘱，并与其亲友轮番劝
说，同时寻找救援时机，就在该男
子情绪稍稳定放松警惕时，民警
迅速上前拉住男子的手臂和胳
膊，成功将其从窗口拉了回来，随
后又对男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
谈心劝导，打消了男子的轻生念
头。①
张珂

驻马店市金河派出所多措并举 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驻马
店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金河
派出所严格按照市局、分局党委
的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护学”行
动，努力为广大师生出行打造“绿
色 通 道 ”，确 保 辖 区 学 校 师 生 安
全。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
导。
“护学”行动启动后，金河派出
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多次组
织召开“护学”行动推进会，成立
了“护学”行动领导小组，合理布
置警力，因校制宜制订“护学”行

动工作方案，把“护校”任务分解
到中队和个人，层层压实责任，确
保了
“护校安全行动”
取得实效。
周密部署,认真排查各类隐
患。针对辖区校园安全形势和治
安特点，金河派出所全警动员，迅
速行动，积极开展“护学”行动工
作。开学前，金河派出所会同教
育部门，对校园及周边场所开展
全方位、地毯式排查，逐一检查校
园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建设情况
和安全管理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一校一台账、一校一方案”，
切实把各类安全问题排查出来、

把风险隐患整改到位，全力保障
在校师生、幼儿的人身安全。
合理配置警力，严格落实高
峰勤务。执勤民警采取“高峰站
岗、低峰巡逻”的模式，与学校保
卫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加强校园
周边巡逻防控。以“车巡+步巡”
的方式加大巡逻频次，强化显性
用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全
面落实“1、3、5 分钟”快速反应机
制，做到“秒级响应、快速到达”，
积极服务救助群众，展示金河派
出所良好形象。①
张珂

确山县巡特警大队摩托车巡逻队
发挥尖兵作用 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平安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确山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摩托车巡逻队用实际行动
维护全县社会治安秩序，为全县
人民幸福安宁保驾护航。
巡逻特警摩托车巡逻有效维
护社会秩序。
“ 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巡特警大队充分发挥摩托车
机动灵活、快速便捷的优势，每天
投入 10 辆摩托车围绕辖区重点
区域开展巡逻防控工作，有效维
护社会秩序，帮助群众，打击违法

犯罪。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
突发性案事件，确保快速反应有
效处置。先后协助交警保护交通
事故现场 30 余次，救助群众 40 余
人，受到广大群众称赞和好评。
强化夜间巡逻震慑犯罪、发
放宣防材料维护平安。为切实提
升发现和抓获现行违法犯罪能
力，保持严打整治高压态势，巡特
警大队骑警队每天夜晚全员出
动 ，在 人 流 聚 集 区、治 安 复 杂 场
所、城郊接合部、城区僻静路段等

时段和区域开展巡逻防控。同
时，向群众发放大队精心制作的
禁 酒 驾、防 打 架、禁 赌 博 等 宣 传
单，
切实做到巡逻宣传两促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巡特警大队累计出
动巡逻警车 200 余辆次，出动巡
逻警力 300 余人，排查可疑车辆
40 余辆，排查可疑人员 50 余人，
发放宣传单 500 余份，救助群众
40 余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得到明显提升。①
张莹

“火”速行动 防患未
“燃”
登封市公安局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
□大象新闻记者 刘小玉
通讯员 刘庆晓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登封市公安局强
化社会面管控，切实做好辖区内
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减少各类
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崇高路
派出所联合巡特警大队结合自身
实际，成立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开
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9 月 19 日下午，
联合检查组先
后对辖区内5家场所开展消防检查，
重点检查了各经营场所消防通道是

否畅通、
消防器材是否完善、
用电是
否规范等。崇高路派出所社区民警
李晓甜、巡特警大队乔培源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各个
场所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
活动期间，联合检查组人员
对车站站区、候车室、停车场等重
点防火部位和人员聚集场所开展
了地毯式的消防安全检查，并走
上客运汽车，引导和帮助乘客下
载注册
“国家反诈中心 APP”。
9 月 20 日上午，联合检查组
走进大禹城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崇高路派出所副所长李元、民警
李晓甜、巡特警大队办公室主任
梁炜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并结合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
讲解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形式，提
高群众识骗、防骗意识。
通过此次联合消防安全检查和
反诈宣传，
切实提高了辖区各类经
营场所负责人及辖区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
增强了大家的反诈理念和
知识，
表明了登封公安努力守护好
百姓
“钱袋子”
的坚强决心，
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汝南交警三举措
扎实做好校园安全护学工作
近期，
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强化担当，
科
学部署，
着力缓解学校周边交通堵塞问题，
提升
学校周边交通安全护导工作质效。
积极推行护导新举措。积极做好警教校
家四位一体护学工作，
实行警教校家联动，
推行
“持卡接送”
“限时限区停放”
、家长违规停车
“三
告知两反馈一督导”
，缓解和消除学校门前路段
交通拥堵，
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形成中小
学校圈交通闭环良性管理模式。
优化护学勤务。大队领导对城区重点学校
分片包干，
在上下学高峰期，
深入各承包路段指
挥疏导、实时调度。针对秋季学期新生入学，
不
少家长对路况不熟、护学模式不了解，
全体民警
全力疏导，
耐心做好引导劝导工作，
保持门前行
车和停车秩序良好。
加强宣传引导。每日护学警力提前上岗到
位，
首先组织对学校周边违停车辆进行清理，
宣
传学校护导规定要求，
引导学生家长规范停车，
提醒驶入车辆提前减速慢行，确保学校周边道
路安全畅通。①
姚建勋

延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打掉一租车诈骗犯罪团伙
近期，延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工作中
获悉山东济南籍男子杨某在该市购买车辆时被
诈骗，立即与受害人联系，通过询问和多方调
查、深入研判，
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
为扩大战果，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刑侦
大队抽调 10 名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
行深度经营。办案民警不分昼夜，
连续作战，
通
过两个多月深挖细查，
发现该案系团伙作案，
且
该团伙组织严密，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所诈
骗车辆多为价值 50 万元左右的名车。平时，犯
罪分子仅以微信保持联系，
通过伪造虚假手续，
从租车行租走车辆后冒充车主实施诈骗，将诈
骗所得现金赃款放至隐蔽角落后，再由上线人
员取走。
办案民警克服疫情、天气高温等重重困难，
先后奔赴郑州、山东、安徽等地展开调查，截至
目前，共计抓获团伙人员 16 人，查实 6 辆宝马
车，
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①
苏曼丽

汝南交警“三狠抓”
除隐患防风险保安全
为切实做好秋季事故预防工作，汝南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立足辖区实际，以“减量控大”为
牵引，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三狠抓”措施，扎实
推进
“百日行动”
。
狠抓安全监管。定期走访辖区物流公司等
企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以落实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主体责任、日常监管措施为重点，督促
重点运输企业对所属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教
育，
对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突出的运输企
业，
下发整改通知书，
责令限期整改。
狠抓路面管控。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
事故、交通违法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按照“警力
随着警情走，警力跟着重点走”的要求，最大限
度将警力充实路面一线，
强化路巡路查，
提高路
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同时，
运用科技手段，
依托
缉查布控系统，对假牌套牌、驾驶证异常、未按
规定年检等违法行为，
加大预警拦截违法车辆，
加强现场违法查缉力度，
提高现场查处率、拦截
率，
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狠抓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辐射面
广、功能性强的优势，
通过抖音短视频和抖音直
播连线人气主播的方式，广泛宣传酒醉驾、超
员、超载和超速驾驶的危害性和安全行车常识，
引导广大群众强化文明安全意识，有效促进自
觉遵守交规的习惯养成。①
姚建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