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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公安破获系列盗窃电缆线案

日前，河南省南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二批新招录
的46名消防员，开始第二阶段集训工作。南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坚持科学施训、严格管理，确保第二阶段集训
工作圆满完成。

通讯员 刘迎昊 方建峰 文图

案件一
2013年2月2日晚，

董某酒后无故对他人实
施殴打，造成他人鼻梁骨
骨折后，董某潜逃。民警
深入嫌疑人家中，宣政
策、讲法律，耐心做其家
属思想工作，最终董某于
2020年5月14日到赊店
派出所投案自首。

案件二
2020 年 3 月 13 日，

刘某涉嫌组织、领导传
销，发展下线100余人，
案件发生以后，刘某潜
逃。犯罪嫌疑人刘某在
公安机关强大追捕压力
下，于2020年 5月 18日
主动到社旗县公安局投
案自首。

案件三
2017 年 至 2018 年

间，惠某套用其他公司相
关票据手续，非法获利
700余万元，惠某的行为
涉嫌非法经营罪，案件发
生以后，惠某潜逃。通过
经侦大队的不懈努力，于
2020年5月15日将其抓
捕归案。

案件四
2019 年 3 月 22 日，

在社旗县陌陂镇张其浩
村，姜某将山岗大量防风
林树苗破坏，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制止，姜某对工作
人员进行殴打，涉嫌寻衅
滋事。案发以后，姜某潜
逃，陌陂派出所民警经过
前期对姜某家属做大量
思想工作，于2020年5月
15日成功劝投姜某归案。

案件五
2019年6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宋某伙同他
人在社旗县北京路南段
一停车场内私自经营一
加油站销售汽油，宋某对
派出所传唤调查置若罔
闻，并向外潜逃。城郊派
出所民警紧追不舍、精心
组织，于2020年 5月 18
日在宋某家中将其顺利
抓捕归案。

案件六
2019 年 12 月 8 日，

社旗县兴隆镇张岗村梁
先生报警称：2017 年年
底通过媒人赵某旺认识
赵某金，在支付 22万聘
礼后，与赵某金举行婚
礼，婚后，赵某金并没有
和梁先生在一起生活，梁
先生向赵某金索回聘礼，
赵某金拒不归还并潜
逃。案发以后，县局抽调
刑警大队、兴隆派出所精
干力量，经过大量的侦查
工作，于2020年 5月 18
日将涉嫌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赵某金抓捕归案。

本报讯 随着近日暴雨不
断增多，为确保汛期辖区安全
稳定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
保辖区内汛期整体态势平稳，
社旗县公安局太和派出所结合
辖区实际，周密部署，多措并
举，切实做好各项防汛抗灾准
备工作，全力维护辖区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巡逻
排查，全面排查防汛安全隐
患。派出所结合当前开展的

“百万警进千万家”专项工作，
深入村组、超市、企事业单位等
人员密集区向群众宣传、讲解
防汛知识和传授防汛减灾知
识。对辖区地势低洼、易受灾、
老弱病残居民、居住危房的地

段进行全方位实地勘查，做好
登记，及时向村委会等相关部
门建议采取防范措施。深入辖
区水、电、油等要害单位和学
校、建筑工地等重点单位开展
安全检查，及时排查隐患，并督
促指导采取防范措施，堵塞漏
洞。

二是加强信息收集，充分
发挥基层力量作用。派出所民
警与村组干部、热心群众、治安
积极分子、治保主任协商成立
防汛预警联络小组，进一步明
确防汛责任，落实专人收集防
汛信息，第一时间掌握灾情、汛
情，确保警力能迅速、及时、准
确地出现在抢险救灾区域。同
时，积极准备铁锹、沙袋、电筒、

救生衣、救生绳等物资工具，确
保一有险情能及时开展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三是强化值班备勤，加强
防汛准备。派出所所长郭国正
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履职尽责，
落实24小时在岗在位，不脱岗
不漏岗，确保警令畅通，全面做
好防洪抗汛工作。结合实际工
作对出警车辆进行一次维护，
确保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同
时，切实加强信息报送工作，重
大情况要及时报送至县局指挥
中心，确保一旦有险情，能够迅
速反应，积极有效地做好抗洪
抢险工作。

本报讯 日前，社旗县电业
局相关领导专程赶到社旗县公
安局城郊派出所将一面烫有

“破案神速、雷厉风行”的锦旗
送到民警手中，由衷地感谢民
警快速破获电缆线被盗案，维
护了企业和群众的切身利益。

今年3月，社旗县公安局
城郊派出所陆续接到数起电缆
线被盗案件，且大部分都是破
坏性盗窃。此时正是推进复工
复产的重要时期，因电缆线被
盗，不但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导
致企业和居民不能正常生产生
活。案件发生后，县局党委高
度重视，立即抽调城郊派出所、
网安、技侦、情报中心等多部门
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迅
速开展案侦工作，全力为辖区
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保驾护航。

经办案民警调查研判，此

系列盗窃案件均发生在凌晨左
右，盗窃手法如出一辙，疑似团
伙作案。由于案发时间在夜
晚，周边监控视线不清晰，办案
民警一直未获得有价值的案件
线索。专案组成员转换工作思
路，针对嫌疑人的作案手法看，
作案后应该会有机动车进行接
应。民警结合“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立即加大对案发现场
路过车辆进行排查,同时，加强
了对县城周边废品收购门市开
展摸排走访。

经过大量走访摸排并综合
分析研判，犯罪嫌疑人陈某、武
某，进入办案民警视线。经过
顺线追踪，疑似销赃的犯罪嫌
疑人周某也一并浮出水面。

专案组在掌握固定证据后
对三人立即进行抓捕工作。功
夫不负有心人，5月9日凌晨，

办案民警兵分两路，在南阳市
新店乡、红泥湾镇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陈某、武某抓获，并缴获
作案手套、作案车辆等涉案工
具。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专案
民警连夜突击审讯，并于10日
在南阳市新区将涉嫌销赃的犯
罪嫌疑人周某抓捕归案。在强
大的证据面前，三名犯罪嫌疑
人如实供述了作案十余次，盗
窃多起电缆线的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陈某、武某、周
某因涉嫌盗窃已被社旗县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当前，正值复工复产关键
时期，社旗警方在做好全国“两
会”安保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从快从严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为全县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保驾护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王珊珊

社旗县公安局太和派出所

多措并举 做好夏季安全防汛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王珊珊

本报讯 为严肃工作纪律，
提高战斗力，按照县局党委的
要求，社旗县公安局组织开展
突击检查活动。6月16日晚，
局党委委员、驻局纪检组长党
松岭，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张志中带领驻局纪检组、督察
大队民警携带执法记录仪、酒
精测试仪，对局机关、基层所队
落实“禁酒令”、领导在岗、值班
备勤等情况进行突击检查。

在巡特警大队，督察组实
地察看了值班备勤、内部安全
管理、值班人员装备配备、佩戴
等情况，听取了带班民警关于
值班警力配置、内部管理等工
作汇报。张志中对巡特警大队

的值班备勤工作表示肯定，并
指出：特警队员默默奉献、负重
前行，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
成绩，在今后工作中，要保持清
醒头脑，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守
住党规警纪高压线责任意识，
决不能出现脱岗漏岗、饮酒上
岗等现象。

在赊店、城郊派出所，督察
组一行检查了值班设施运行和
内务管理情况，明确派出所必
须24小时有人留守值班，确保
派出所内部安全和随时接受群
众报警求助。党松岭在检查中
要求，一要加大队伍管理力
度。坚决杜绝涉“车、酒、枪、
毒、赌”等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

发生。二要严格执行值班执勤
制度。坚持领导带班和请示报
告制度，值班民警要规范着装，
按照要求携带单警装备、执法
记录仪，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
责，严禁脱岗、离岗、迟到、早
退。

此次检查将进一步深化全
局队伍纪律作风建设，全面提
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下一
步，驻局纪检组、县局督察大队
将不间断不定时对各单位值班
备勤、内务卫生、着装、落实“禁
酒令”及县局部署的各项重点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突击检查，
确保我局党委部署的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社旗县公安局

落实“禁酒令”突击检查工作纪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王珊珊

社旗警方“亮剑”出鞘
连续抓获多名网上逃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王珊珊

为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网上逃犯
打击力度。近期，社旗县公安局周密部署，对全县网上
逃犯展开抓捕攻坚，通过综合分析、精确研判，抓捕工
作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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