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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0日8时25分，文
峰公安分局治安巡防大队11号巡逻
车民警霍晓操和队员康志方接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指令:在文峰大道与朝
霞路交叉口西南角，有一位老太太迷
路了。

接到指令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询问得知:老太太叫申秀如，79岁，
老家是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的一个村
子里，现在大儿子李某某家住，早上
出来遛弯，找不到回儿子家的路了。
她身上没有手机和联系卡，也记不起
儿子家小区的名字和家人的手机号，
只记得小区在大路的北边。

于是，民警就驾车拉着老太太寻
找她儿子住的小区，民警一个小区挨
着一个小区地问，但老太太都认不
清。最后民警回到分局，根据老太太
提供的儿子的名字查到联系方式，及
时与她儿子取得联系，将老太太送回
家。

见到李某某，民警叮嘱其以后要
在老人衣服口袋里放上家属联系方
式和家庭住址，以方便民警及时救
助。

本报讯 凌晨三四点，
内黄县的梁某发现一人醉
倒在路边，他不仅没有上前
施以援手，反而将对方的电
动自行车及手机盗走。近
日，梁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10月1日，内黄县公安
局马上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案，称自己的电动车和一部
价值5000元的手机被盗。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迅
速赶到被盗现场。

据岳某告诉民警，9月

30日晚上，他和朋友在内
黄县城喝酒一直到第二天
凌晨3点。随后，岳某将手
机打开音乐放在电动车车
篮里，骑车沿枣乡大道回清
风老家。由于饮酒太多，岳
某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
凌晨4点多钟，岳某酒醒后
发现自己的电动车和手机
不见了，这才报了案。

民警一边调取现场周
围的监控录像，一边调查走
访。当民警走访到附近一
处工地时，门卫称，10月1

日凌晨4点多钟，他发现一
名男子正吃力地将一辆电
动车往自己骑的三轮电动
车上搬，而且距离那名男子
不远处躺着一个人。

根据门卫提供的信息，
民警在内黄县城东风居委
会附近发现目标，在此居住
的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对梁某进行讯问，
梁某承认自己推走了路边
的电动车，但他狡辩说自己
是捡的，不是偷的。

“当时报案人醉酒倒地

后，人车分离。报案人虽说
无力掌控自己的电动车，但
电动车并不是无主状态，犯
罪嫌疑人梁某不去救人，反
而置报案人生死于不顾，乘
人之危，将他人财物据为己
有，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
罪。”马上派出所指导员李
现彬告诉记者。

目前，岳某的电动车和
手机已被追回，犯罪嫌疑人
梁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本报讯 为落实教育整顿选树先
进典型的要求，达到弘扬公安正气，
激发队伍活力的目的，推进“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
走深走实，近日，安阳市公安局高新
分局围绕“8·17”特大销售假烟案件
的侦破召开了第一场先锋故事会。

8月17日以来，专案组20余名民
警、辅警辗转东北沈阳，广东东莞、中
山、汕头，福建诏安、云霄及重庆等多
地，历时30余天行程上万公里，深入
虎穴，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共抓获
嫌疑人12人，当场查获中华、利群等
假烟1万余条，价值244万余元。

故事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8·
17”案件侦破纪实短片，高新分局副
局长吴言庆介绍了“8·17”案件侦破
过程，专案组成员薛红强、李新洪、孙
晓敏分别以自己的视角讲述了案件
侦破过程中的经验细节、感人事迹和
内心历程。

省厅第三驻点指导组组长、治安
总队政委张霖对此次故事会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向“8·17”专案组表示热
烈的祝贺。

张霖表示，先锋故事会让“英雄”
走到台上，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用
身边人、身边事激励鼓舞广大干警

“学先进”“扬正气”，营造向英雄学
习，崇尚英雄的氛围，这既承载了教
育整顿的要求，也是一种形式创新的
体现，要将这种形式坚持、发扬下去，
让战斗的激情和拼搏的精神在队伍
中不断传承下去，切实转化成干事创
业的不竭动力。

凌晨趁人醉倒
他将对方财物“捡”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凤文

本报讯 近日，在安阳
县永和镇的某超市内，一男
子拿着2条假中华烟正欲

“偷梁换柱”，被警惕的超市
老板发现，遂将该男子扭送

到了公安机关。
9 月 18 日下午，现年

41岁的安阳市殷都区伦掌
镇的魏某某(上图中)，到永
和镇一超市内，先购买了一

盒香烟，后他又拿起电话称
再购买两条软中华香烟。
正在此时，超市张老板进来
看到此人很面熟，便要求魏
某某打开手上提的袋子，魏
某某看情况不妙，拿着袋子
就欲向外走，被张老板拉住
并扭送到了派出所。

据张老板向办案民警
介绍，3月28日，就是这个
人拿着两条假的软中华香
烟，骗走超市两条真的软中
华香烟。

当时魏某某来超市，称
要购买两条软中华香烟，服

务员拿烟递给魏某某，魏某
某接过香烟后，又谎称要其
他贵重物品，趁服务员转身
拿其他物品之际，迅速将事
先准备好的两条假软中华
香烟与真的软中华香烟调
包后逃离现场。

这次魏某再来故技重
施，正好被张老板抓个正
着。经安阳县价格事务中
心鉴定，两条真软中华香烟
市场价约为1400元左右。

10月21日，犯罪嫌疑
人魏某某被安阳县人民检
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男子以假烟“偷梁换柱”被识破

本报讯 冒充年轻女
性，通过交友或婚恋软件寻
找男性客户，发展暧昧关
系，随后引诱对方加盟某投
资项目进行诈骗。近日，汤
阴县公安局打掉一个网络
诈骗公司，抓获团伙成员
18人。

2019年12月初，汤阴
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汤阴县
城某商业中心有人在组织

进行网络诈骗活动。随后，
办案民警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取证，掌握了团伙的犯罪
事实。

时机成熟后，办案民警
开始收网，陆续从安阳和郑
州两地抓获团伙成员十余
名。据主犯李某交代，其早
先供职于郑州某科技公司，
对微信小程序的销售、推广
有经验。2019年8月李某

回到汤阴“创业”，其公司员
工在网上冒充年轻貌美的
女性，通过各种交友和婚恋
软件寻找男性客户，并发一
些美食旅行等展示较高生
活水平的生活照，吸引目标
男客户发展暧昧关系。取
得信任后向对方推荐用于
诈骗的微信小程序，谎称加
盟后可获得高额利润。受
害人上钩后，则被要求缴纳

服务费、办证费、推广费等
数千元各种名义的费用，而
这一微信小程序则根本不
具备盈利功能。

该诈骗团伙自成立以
来，仅3个多月时间就诈骗
金额30余万元，遍布全国
的受骗群众达50余名。

10月16日，李某因涉
嫌诈骗被汤阴警方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 近日，林州市
公安局横水派出所经过缜
密侦查，严密布控，成功破
获一起网络赌博案件，打掉
了一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6人，有效净
化了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赢
得了群众的一致称赞。

横水派出所民警在工
作中发现，有人利用网络直

播平台进行网络赌博活动，
且参与人员较多。该所高
度重视，立即抽调精干警力
对该线索进行追踪调查。

经过多个月的缜密侦
查，民警逐步查明该犯罪团
伙的犯罪事实，经严密布
控，成功将苏某杰、索增某、
索富某、索志某、孙某凯、王
某凯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

抓获归案，当场查扣电脑3
台、手机 6 部、手机卡 26
张、银行卡15张。

经讯问，苏某杰等6人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交代了其在2019年4月
至2019年7月之间利用网
络组建名为“好运来”QQ
群，通过“果博娱乐”视频直
播平台以“猜发牌结果”的方

式组织他人在QQ群互相投
注进行赌博，6名犯罪嫌疑
人按赌资收支比例抽头渔
利。自该赌博QQ群组建以
来，共组织参赌人员达300
人，涉案赌资1亿余元，抽取
赌博渔利140多万元。

目前，苏某等6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我局依法起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冒充美女交友 实则进行诈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崔守跃

树立身边的榜样
安阳高新分局举办先锋故事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齐凡

八旬老人迷路
警方暖心送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刘志法

林州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赌博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洁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