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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泼陂河位于河南
省与湖北省交界处，区域内
重点部位多，治安形势较为
复杂。为给辖区群众营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光山县公安局泼陂河派出
所全体民警、辅警坚决亮剑
违法犯罪，用扎实的工作作
风切实提升群众对公安机
关的执法满意度和公众安
全感。

一是重拳打击犯罪，提
升执法满意度。派出所通
过开展扫黑除恶及两抢一
盗、电信网络诈骗等群众关
切的专项行动，先后抓获两
抢一盗和电诈犯罪嫌疑人
15人，破获案件40余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余
万元。持续加强涉恶案件
侦办，今年以来已移送起诉
14名涉恶及恶性案件犯罪
嫌疑人，为辖区群众擎起一
片晴朗天。

二是加大防范力度，提
高群众安全感。民警、辅警
坚持常态化的巡逻防范，把
警力摆在街面上，做到“警
灯常闪、警察常见”，最大限

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有
效减少了案件的发生。此
外，派出所还在集市商圈设
置集市岗，在校门口设置护
学岗，在景区门口设置服务
岗，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全
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三是注重宣传效果，营
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辖
区各类网络媒体及商场电
子显示屏等，努力营造“两
提升”氛围。适时公开举行
退赃大会，展示打击犯罪的
成果，震慑违法犯罪。

四是开展走访回访，赢
得理解支持。泼陂河派出
所认真开展“听民意、转作
风、树形象”大走访活动，切
实转变工作作风，对近年来
所有已办案件进行回访，进
一步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

五是提升窗口水平，竭
诚为民服务。积极推行户
籍业务“上门式”“预约式”

“一站式”“错时制”等服务
方式，提升窗口民警的服务
水平。

11月11日，立冬节气过后
第四天，这时的农家菜园，本地
辣椒已逐渐退市，然而，来到信
阳市平桥区胡店乡龙岗村，一阵
阵辣椒的辛辣味道从远处传来，
村民依旧在露天辣椒地里忙碌。

一般露天种植的辣椒不是
10月底就过季了吗？面对记者
的疑惑，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龙
岗村第一书记李涛给了答复:

“我们种植的辣椒是杂交品种，
现在正是辣椒的收获期，辣椒一
直能收到下霜，能增收不少呢！”

“我们从7月份就来这摘辣

椒，每天摘个几百斤，能挣60到
70块钱，年纪大了，又出不去，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75岁高龄
的张大爷正忙着将摘来的辣椒
装进袋子中。附近村民像张大
爷一样前来采摘辣椒的不在少
数，更有不少村民看到了种植辣
椒带来的收益，主动询问起种植
辣椒的相关事项。

胡店乡种植的辣椒收获时
间长，产量大，线椒亩产能达到
8000到12000斤，小米椒亩产
也有3000斤左右。产量如此
大，那么销路如何呢？李涛很淡

定地说：“我们的辣椒不愁没有
销路，基本上在信阳就能销售完
了，偶尔还会销往湖南、湖北等
地，下一步，我们准备发挥电商
的优势，扩大种植面积，延长产
业链，将辣椒经过处理加工成泡
椒、干辣椒等对外销售。”

据李涛介绍，胡店乡龙岗村
村支部集体流转近400亩土地
用于种植辣椒，发展乡村产业，
带动了附近村民脱贫就业，让村
民的生活充满了椒香，也为下一
步胡店乡的乡村振兴战略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近日，淮滨县公安局马集派
出所、防胡派出所和栏杆派出所
相继举行公开退赃大会，集中将
追缴的钱款赃物返还受害人。

10月30日下午，马集派出
所在陈庄村文化广场举行马集
镇“两率”提升暨打击“盗抢骗”
专项行动退赃大会。今年以
来，马集派出所共侦破刑事案
件2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
名，抓获各类网上逃犯9名，追
回赃款赃物3万余元。会上，马

集派出所将追缴的被盗物品和
现金现场归还失主。部分受害
人代表发表感言，还向马集派
出所赠送了锦旗。

11月6日上午，防胡派出所
在防胡镇街道举行公开退赃大
会。截至目前，防胡派出所共侦
破刑事案件23起，抓捕犯罪嫌
疑人20人，治安拘留21人，抓
捕逃犯6名，追回被盗电瓶车2
辆，追回赃款及被盗手机4部，
退回赃款20000余元。会上，防

胡派出所向受害人退还了被盗
电瓶车及手机等。

11月7日上午，栏杆派出
所在栏杆镇街道办事处举行提
升“两率”促稳定暨打击“盗抢
骗”公开退赃大会。2020年9
月份以来，栏杆派出所共破获
盗抢骗案件 21起，追回账款
29000 元、赃物 28 件（价值
30000余元），严厉打击了盗抢
骗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震慑了
违法犯罪分子。

9月11日上午9时许，光山
县城关居民黄某接到一位自称
某“领导”的手机短信，因有一笔
大额转账急需转给朋友，想利用
黄某的账户帮助转款。在帮忙
转完账后对方一再找借口延迟
还款，黄某这才急忙向公安机关
报警求助。近日，5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黄某被骗
的30万元资金已全部追回。

案件发生后，光山县公安局
主要领导责成刑侦部门成立专
案组，副政委向正海立即组织反

诈合成作战专班成立专案组对
该案展开侦查。经过一周的艰
辛排查终于查明犯罪嫌疑人的
落脚地。9月18日至10月16
日，专案组先后四次组织警力前
往福建省，率先在首站福州告
捷，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宝
（男，福建宁德人）、吴某鑫（男，福
建宁德人），通过对该二名嫌疑
人审讯追问、分析研判后，深挖
线索乘胜追击赶赴宁德、泉州等
地开展抓捕工作，继而又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周某超（男，福建

屏南县人）、汤某辉（男，福建宁德
人）、卓某漭（男，福建宁德人）。

经调查，今年8月，犯罪嫌
疑人吴某宝、吴某鑫、周某超、汤
某辉、卓某漭五人事先约定好比
例分成，由卓某漭负责联络实施
网络诈骗人员，再由其余人员将
银行卡、U盾、手机号等信息提
供给实施诈骗人员进行网络诈
骗活动。9月11日，在诈骗嫌疑
人的“精心策划”下，吴某宝名下
的银行卡号收到被害人黄某被
诈骗转账的30万元钱。

近日，箭厂河派出所快速
行动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检
法”电信诈骗案件，挽回受害群
众损失近两万元，受到辖区群
众的一致称赞。

11月18日11时许，箭厂
河派出所接县局反诈中心预警
指令：新县箭厂河乡居民卢某
花通话异常，有可能正在遭遇
电信诈骗。接警后，民警迅速
赶到卢某花居住地址，发现其

经营的小卖部大门从里面反
锁，且无法电话联系本人，后通
过多方努力让受害人卢某花从
室内将门打开。

经过民警了解，受害人卢
某花接到一个自称“武汉市公
安局孙明警官”的电话，对方称
其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黑钱，
让其配合。极度惊恐下的卢某
花匆忙按照电话里的要求，将
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将其经营

的小卖部大门从里面反锁，并
将其家中的银行卡信息报给对
方，在正准备将银行卡密码、验
证码告知对方时被及时赶到的
派出所民警及时劝阻，成功摧
毁了一场诈骗嫌疑人精心策划
的骗局。

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
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也
不会要求市民设置电话呼叫转
移、下载App。

郑乐锋，现任淮滨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中队
长。从警17年来，他忠诚
担当，求真务实，英勇善战，
永不言败。从侦查、追踪、
抓捕到审讯、搜集证据，一
年四季，战高温斗酷暑，踏
冰卧雪，披星戴月，不分昼
夜，一心只为侦查破案。今
年，在全市公安机关打击侵
财犯罪专项行动中，他所负
责的盗抢骗案件破案率，获
得了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绩。

今年2月底，疫情刚有
好转，省公安厅就作出部
署，决定从3月1日起至6
月30日在全省开展打击多
发性侵财犯罪专项行动。

“封城”解禁后，淮滨县多发
性侵财犯罪有所抬头，特别
是乡镇盗窃电动车、电瓶以
及偷狗案件高发，群众反映
强烈。作为全县公安机关

打击盗抢骗犯罪具体负责
人，他带领战中队侦查员不
辞劳苦，连续转战驻马店新
蔡、正阳、安徽阜阳等地开
展串并侦查工作。经过不
懈努力，很快掌握了3名犯
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行
踪，并迅速将其抓获，及时
挽回了群众经济损失。今
年6月至10月，郑乐锋带
领专案组相继抓获两起偷
狗团伙，有力地打击了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切实增强
了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

17年来，他参与抓捕
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700
余人，破获各类违法犯罪案
件2000余起。在刑侦的道
路上，他舍小家顾大家，一
如既往地砥砺前行着，只为
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全。

淮滨公安郑乐锋：
在刑侦的路上高歌勇向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孙久扩

光山泼陂河派出所：
下好提升“两率”的“五子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徐玲

信阳平桥区：

辣椒喜获丰收 村民过上椒香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涂文娟

破案不是终点

淮滨警方连续举办公开退赃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孙久扩

追回30万！

光山警方破获一起冒充领导诈骗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徐玲 孙惠坤

新县箭厂河派出所

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胡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