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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公安分局抓获一潜逃10余年逃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近日，平桥公安分局经
过缜密侦查，精心组织，抽调
专人周密部署，采取得力措
施，在市局相关部门和分局
网安大队的大力支持下，远
赴广东清远县将隐藏10余年
之久的持刀抢劫逃犯成功抓
获。

案件来源于 2004 年，犯
罪嫌疑人张某某同他人在平
桥区平昌关镇、查山乡、高梁
店乡等地持刀入室抢劫10余
起，作案后潜逃至今。由于张
某某犯罪性质恶劣，在当地形
成较大影响，平桥警方一直没
有放弃抓捕。为将该逃犯尽

早抓获，平桥公安分局刑警队
民警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细致
梳理逃犯线索。11月份，在市
局相关部门和分局网安大队
的有力支持下，经过分析、比
对、研判，发现了在逃人员张
某某在广东清远县的线索。

民警火速赶赴清远县，同

时锁定嫌疑人在一偏僻山区
躲藏的重大线索。但在实地
摸排中，由于周边没有车辆出
入，居住人也非常稀少，民警
决定采取蹲守的传统方法，在
蹲守近一天一夜后，于凌晨3
点终于发现一辆轿车从外面
驶入该区域，停进了一个非常

隐蔽的废旧厂区，抓捕组民警
跟踪进入后，伺机实施抓捕行
动，并在一房间内将张某某抓
获。

经突审，张某某对15年前
在平昌等地实施持刀抢劫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在进
一步侦办中。

平桥公安分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门店案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平桥公安分局以打击
刑事犯罪为主责，紧盯传统
盗窃等涉及民生犯罪案件，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对
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通
过精准研判，缜密侦查，成
功破获系列盗窃门店案，抓
获嫌疑人1人，破获案件20
余起。

12月6日凌晨，平桥辖
区发生多起门店被盗案，嫌
疑人采取暴力开锁方式进入
门店实施盗窃。案件发生
后，分局领导高度重视，指示
相关部门要案破人获。分局

刑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展开凌厉攻势。由于
发案时间在凌晨时分，没有
目击者，且犯罪嫌疑人又使
用帽子、口罩等进行伪装，给
侦破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对现
场进行细致勘察，提取有价
值线索；一路对周边街道、商
铺等民用探头展开视频追
踪，寻找蛛丝马迹；第三路对
公共视频中出现的嫌疑人图
像进行分析研判。

经过海量数据比对分
析，警方最终锁定了嫌疑人

来某某，并获悉来某某已逃
窜至安徽。抓捕组民警立即
驾车赶赴安徽，经过6个小时
的追击，抓捕组民警最终找
到嫌疑人来某某踪迹，并迅
速行动将嫌疑人来某某成功
抓获。

经查，来某某（男，27
岁）陕西省安康市人，12月
5日乘火车来到信阳，随后
驾驶共享单车至平桥对街
道门店实施盗窃后潜逃，其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被平桥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平桥公安分局
圆满完成平桥区法院庭审安保执勤任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近日，平桥公安分局经
过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全
力保障，全局民警、辅警共
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平桥区
法院案件庭审现场执勤任
务。区委政法委、区法院领
导对此非常满意并给予高
度赞扬。

此次安保任务是分局整
合后首次执行的刑事司法审
判安保任务，参与执勤民警、
辅警60余人，来自分局各警
种和派出所，执行押解、庭审
现场秩序维护、诉讼参与人

及旁听群众的身份和健康状
况检查、法庭外围治安警戒
等任务。任务重、责任重，综
合协调指挥难度大。在分局
领导统一指挥下，各个岗位
执勤人员警容严整，纪律严
明，服从安排，听从指挥，树
立形象。

领导重视，超前安排。
受领任务后，分局全面谋划，
制定细致方案，分局召开全
体执勤人员岗前培训、动员
大会，在会上定人定岗定责，
明确分工，严格要求。分局

领导每天亲临现场督导检查
人员到位、履职情况。部门
负责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坚守岗位，为执勤人员树立
榜样，各单位领导都对本单
位执勤人员提出了严格要
求。

此次安保任务完成，体
现了分局整合后，领导组织
指挥靠前，民警、辅警敬业精
神状态，保障到位，敢打敢
拼，能打胜仗，能够完成上级
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平桥公安分局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为切实推进“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开展，确保辖区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平桥
公安分局主动作为、全警参
战，结合“五零”平安村居创
建、冬季社会面巡逻防控工
作，扎实开展“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

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犯罪。针对辖区工程项目
多、征地拆迁安置纠纷多的
现状，分局组织警力分类统
计摸排线索，整理出消费纠
纷、噪音扰民、打架斗殴等
20 余起警情，组织联合行

动，抓获寻衅滋事人员 10
人。

加强巡逻防控，降发案
保平安。坚持警力跟着警情
走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巡
逻覆盖面和见警率，最大空
间扼制可防性侵财类案件的
发生，切实增强辖区社会治
安整体防控能力。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
会稳定。以警务室为依托，
确保矛盾解决到位，疏导化
解到位，违法处理到位，辖区
未发生民转刑案件及赴京赴
省上访人员，排查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50余起，受理各类
求助100余起。

加强安全检查，确保辖
区安全。组织社区民警、网
格辅警对辖区内的重点行
业、重点单位和公共复杂场
所定期开展以“防火、防灾
害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安全
大检查和消防演练，及时消
除各种消防安全隐患，预防
各类消防安全事故的发
生。其间，检查场所单位
100余家，批评教育私拉乱
扯电线、电动车违规充电
100余人次。

平桥公安分局
召开冬季巡逻防控动员大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为严密社会面治安防
控，有效遏制“两抢一盗”等
多发性犯罪，增强群众安全
感，11月 26日，平桥公安分
局在平桥区会展中心召开了
冬季巡逻防控动员大会，分
局各参战单位的分管领导及
部分公安民警、辅警、巡逻人
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平桥派出所、巡特
警大队、刑警大队首先做了
表态发言。

会议要求：一要树立强
烈的大局意识，以坚强的组
织保障推动工作。各单位要
充分认识开展冬季巡逻防控
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
实把其作为今冬明春的一件
头等大事来抓，迅速投入战
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二
要树立强烈的参与意识，以

高压的严打态势巡出声威。
力争发现一批线索，消除一
批隐患，抓获一批现行，打掉
一批团伙，破获一批案件，缴
获一批赃物，对违法犯罪形
成强大的震慑效应。三要树
立强烈的较真意识，以严格
的督导手段求实问效。各参
战单位负责同志要定期深入
巡逻防控一线，全面了解掌
握工作进展情况，抓好各项
措施的落实，真正做到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会议强调：加强巡逻防
控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各单位务必要采取有力措
施，最大限度地挤压犯罪空
间，不断开创平安建设工作
新局面，全力提升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和对社会治安的满
意度。

夫妻合伙夜间捕猎野生动物
巡逻民警将其抓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曹春明

在开展“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工作中，平桥公安分局
彭家湾派出所努力做到“预
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控
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
扎实开展“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并成功抓获两名违法
人员。

近日，值班民警康世文、
辅警刘征、余威俊在组织开
展巡逻工作，当巡逻至彭家
湾乡朱岗村李岗组时，发现
一外地车牌车停靠在树林
边，形迹可疑。于是 3人决
定下车查看，发现车后座有
一女子，民警让其打开车门，
并对其进行询问，但该女子
略显紧张说话哆嗦。随后，
民警示意让辅警对车辆进行
检查，辅警余威俊打开车后

备厢发现有一个大盆，盆子
里面有一大袋子的活物，经
过仔细辨认确认是“水鸡
子”。

经询问，该女子说跟她
老公宋某某开车从平昌来到
此地，宋某某正在树林里边
猎取野物，她负责在车上看
守。民警立即让其联系宋某
某，宋某某赶到时戴着头灯、
手里拿着网兜，经过清点，此
夫妻二人共猎取“水鸡子”21
只。据了解，“水鸡子”是秧
鸡的俗称，在信阳地区分布
广泛，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

目前，嫌疑人员宋某某、
陆某某被平桥警方依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