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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经开公安
破获系列盗窃车内财物案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王宏伟
“百日行动”以来，周口经开
公安分局结合夏季发案特点，坚
持更多破小案、更快破大案，重拳
打击盗窃车内财物犯罪。近日，
成功抓获一名系列盗窃车内财物
嫌疑人，带破案件 3 起，及时为群
众挽回财产损失。
近日，辖区群众王某到经开
区分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
的车窗被砸，丢失一部华为手机，

价值 2100 元。
同日，民警再次接到 2 起群众
报警，均为车内财物被盗。办案
民警接到群众报警后，为切实严
厉打击盗窃车内财物犯罪，保护
群众切身利益，刑侦部门立即抽
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开
展侦办。
民警围绕案发现场，通过调
取沿途监控，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
分析研判，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为应某。
随后，专案组民警通过研判
发现应某在郑州某小区附近活
动，于是立即出发赶到现场，在郑
州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应某抓
获。
应某到案后，对在周口多次
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应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①

西华县民警化解小纠纷 幸福团结邻里间
□大象新闻记者 田林
通讯员 何强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西华
县公安局东夏亭派出所紧紧围绕
矛盾纠纷，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
村庄街道、田间地头进行矛盾纠
纷隐患排摸化解，针对邻里纠纷
等容易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及时
解 决 ，实 现 矛 盾 纠 纷“ 发 现 在 基
层、解决在一线”，最大限度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源头、化解在当地，
以实际行动确保辖区社会治安持
续稳定。
9 月 11 日上午，东夏亭派出
所民警接警称：前王行政村王某
自家门口的下水道（部分）被他人
损坏，请民警帮忙处理。接警后，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事发地点，
了解事情原委。原来同村的邻居
祁某拉土垫宅基地，拉土车路经

王某家门口，而王某家门口路上
砖渣垫路，路下排有塑料排水管，
重车碾压，有危及排水管的可能，
加之祁某沟通态度不好，双方发
生争吵。
了解情况后，民警殷向哲、辅
警 高 红 伟 不 等 不 靠 ，上 门 调 解 。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意愿，
民警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①

重拳出击 周口经开公安分局抓获一电诈嫌疑人
□河南广电融媒体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王宏伟
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开
展以来，周口经开公安分局聚焦
多发性侵财案件，精准研判、分析
梳理，严厉打击网络电信诈骗违
法犯罪，切实保障辖区群众财产
安全。近日，成功抓获一名电诈
网上在逃人员，挽回受害人全部
损失 45800 元。
近日，
犯罪嫌疑人自称是天猫
商城的客服人员，
以受害人在天猫

注册了代理商业务，
不注销会产生
6000 元代理费为由，哄骗受害人
按照提示进入手机 APP 转账页
面，并填写转账金额 45800 元，受
害人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和支付，
支
付成功后发现钱已经被转走。
受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被
骗，即刻拨打了 110。了解情况
后，经开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立即
对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调查
研判，锁定涉诈在逃人员田某。
经分析研判，发现涉嫌电诈

在逃嫌疑人田某在绵阳市城区出
现踪迹。9 月 18 日，刑侦民警赶
赴绵阳实施抓捕。
兵贵神速，针对在抓捕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刑侦大
队民警在赶往绵阳的路上有针对
性地分析制订了多种抓捕方案。
在绵阳市城区将田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田某对
其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①

登封市公安局民警
收到群众锦旗、感谢信 Double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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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公安局深
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
努力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近日，登封市公
安局石道派出所副所长张向阳在
化解一起矛盾纠纷时，得到了当
事人的高度肯定，收到了当事人
送来的表扬信和锦旗。
9 月 12 日，正在值班的石道
派出所副所长张向阳接到群众报
警，报警人称其与他人产生纠纷，

希望民警协调处理。接报后，张
向阳迅速带领辅警赶往现场，报
警人胡女士的丈夫王某正与刘某
争执不休，双方情绪十分激动。
张向阳赶紧稳定双方情绪，
经
了解得知，
几年前，
王某和刘某以合
伙做生意达成共识，
由王某拿着刘
某的三万元打通外部关系，
刘某负
责驾驶王某购买的铲车进行生产
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王某花了
钱未办成该事，
刘某企图以扣留王
某购买的铲车，
让其归还三万元现
金及利息，
王某不认同，
两人矛盾越
积越深。当王某把3万元归还刘某

后，
刘某仍不愿意归还铲车。
王某拿出材料证明铲车是自
家购买后，张向阳从法律角度劝
解刘某行为的违法性，经过近三
个小时的劝说，刘某最终同意归
还王某的铲车。
这时王某一家不断向张向阳
表达着感谢，并向登封市副市长、
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付谦寄去
了一封请求信，表达了对张向阳
的感谢。9 月 21 日，王某一家又
将一面“铁肩担道义 平安好卫士”
的锦旗送到了石道派出所，当面
向张向阳再次表达了感谢。①

西华公安成功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
□大象新闻记者 田林
通讯员 何强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西华县公安局集
中警力、集成资源、集群打击，迅
速 形 成 攻 坚 合 力 ，始 终 保 持 对
“黄、赌、毒、诈”等各类违法犯罪
活 动 严 打、严 防、严 治 的 高 压 态
势。近日，奉母派出所成功破获
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抓获涉诈吸
毒犯罪嫌疑人 1 名。
2022 年 9 月初，奉母派出所

接到辖区群众胡某报警称：其被
别 人 以 虚 假 投 资 骗 取 24 万 余
元。接警后，奉母派出所迅速联
合刑警大队开展侦查工作，经对
案件信息进行不间断分析研判，
锁定犯罪嫌疑人田某在湖北省潜
江市活动。为将此案尽快侦破，
办案民警昼夜不息、千里奔赴前
往湖北省潜江市开展抓捕工作，
经过连夜蹲守，最终在湖北省潜
江市某地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田某
抓获归案，并于当日安全带回西

华。在审讯时，办案民警发现犯
罪嫌疑人田某神情恍惚、眼神迷
离，行为举止异常，根据多年工作
经验判断，怀疑田某有吸毒的可
能，经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经
讯问，犯罪嫌疑人田某对其涉嫌
诈骗和吸毒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田某已被
西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隔离
戒毒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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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公安局
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
封丘县公安局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为契机和载体，以打开路、多
措并举，切实提升对养老诈骗犯罪的打防
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养老钱”。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职。
在准确把握当前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
新形势、新特点的基础上，研究细化工作
举措，明确工作职责，加强督导检查，推动
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依法严惩以投资“养
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
险”等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诈骗犯罪，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强力挤压违法犯罪分子
活动空间。加强与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
协同配合，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
产，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转移财产，最大
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经济损失。广泛征集
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线索，按照“一事一专
班”
“ 一案一专班”工作要求，逐条详细落
实核查，同时注重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
以防发生意外情况。①
中瑞

法治宣传进校园
安全教育筑心间
□大象新闻记者 田林 通讯员 何强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校园法治建设，
创建安全、文明的校园环境，不断强化校
园安全管理，提高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不文明
行为，预防和减少校园违法犯罪案件的发
生。9 月 5 日下午，西华县公安局东王营
派出所副所长、新王营小学法治副校长屈
卫兵以“法治宣传进校园 安全教育筑心
间”为主题，为新王营小学开展了法治教
育宣讲活动。
活动中，屈卫兵通过宣讲《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知识，采用现场讲座、
图文展示等方式，并结合自身公安工作实
践和典型案例，以校园欺凌、网络安全、人
身安全防护等未成年人易发高发的不法
侵害为主要内容，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总结
出一些防范受骗及预防犯罪的方法，教育
引导同学们遵纪守法、明辨是非、远离犯
罪，
学会保护自己，
树立讲文明、懂礼貌、明
是非、遵法律的新风尚，帮助培育健全人
格、增强心理素质，
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念，
积极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为同学
们上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法治课。
莫道行路难，守法路自宽。通过此次
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新王
营小学师生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法治
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为创建文明和谐的
法治校园营造了良好的氛围。①

封丘县公安局
下好目标攻坚
“进位棋”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封丘县公安局下好目标攻
坚“进位棋”，夯实“百日行动”工作基础。
一是坚持压实责任。局长召集周例会，对
全局每周的各项目标任务进度准确掌握；
分管局领导对条线任务每日盯对、每周研
判并提出可行对策；牵头警种对条线任务
的总体情况、每周进度作全面掌握，并提
供决策依据；警种派出所“一把手”对各自
的“一亩三分田”要求全面掌握、日清月
结。二是坚持制定计划。针对全局在破
案打击、基层和加分项目等方面的短板弱
项，从“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
间清单”四张清单上抓推进。三是坚持效
果说话。在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办法基础
上，建立“战时奖优罚劣”机制，对每周“点
球”任务完成好的所队计入战时表彰、年
底考评；对每周“点球”任务完成差的所队
计入年底考评，同时主要负责人向局党委
书面说明情况。①
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