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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 刘卫云，
现任鹤壁市浚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大队长，三级警督
警衔，荣获个人三等功 3
次，个人嘉奖1次。

大型活动安保，实现
“零事故”。他牵头制定各
类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圆
满完成一系列安保任务，
提出的“单向控流”工作措
施，收到了明显成效，保障
了大型活动和人员聚集活
动的安全。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实现“零命案”。突出对重
点人员、区域、场所、行业、
时段的精准防控，分解、细
化本级任务清单，做到“三
明确”：即逐项明确具体工
作、明确责任人员，明确整
改期限，做到“三清”：即底
数清、任务清、结果清，实
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滚
动清零。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工作，实现“零距离”。
将该项工作纳入“六城联
创”机制建设，加快推进力
度。全力做好协调对接，
适时督促建设进度，完善
工作建议。截至目前，全
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工作有声有色，实现了智
慧安防服务群众零距离。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实现“零差错”。 设立疫
情联防固定观察点，发展
疫情观察员，实现村村有

警、路路有警、点点有警，
全面实现了村警疫情防范
大联动。组织各派出所对
各类涉疫情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有效维护了疫情防
控期间的社会治安秩序。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工作，实现“零失控”。
通过安全大检查及时督促
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各
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
全防范措施，切实做好民
爆物品流向登记工作，加
大打击涉危涉爆等违法犯
罪力度。

打击跨境网络赌博和
黄 赌 犯 罪 ，实 现“ 零 容
忍”。2020年11月5日凌
晨，治安大队组织警力40
余人，打掉善堂镇后寨村
一个聚众赌博窝点，当场
查获参赌人员60人，刑事
拘留11人、取保候审1人，
收缴赌资近40万元，扣押
手机60余部。

强化打击跨境网络赌
博违法犯罪力度，2020年
以来，共办理跨境赌博案
件46起，共抓获跨境赌博
犯罪嫌疑人 106人，逮捕
跨境赌博嫌疑人36人，公
诉跨境赌博犯罪嫌疑人48
人，打掉跨境赌博网站 7
个，打掉跨境赌博跑分平
台10个，有效地打击了跨
境赌博方面的犯罪行为，
净化了社会环境。

本报鹤壁讯 在岁末年初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鹤壁
市浚县公安局按照市局党委统
一部署，扎实落实各项工作措
施，围绕岁末年初各项工作重
点，切实抓好重点人员管控、矛
盾纠纷排查、公共安全监管、社
会面巡逻防控四个重点，确保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严防矛盾纠纷，促进社会
稳定。组织社区民警、辅警深
入社区、深入农村、深入单位、
深入群众，结合“一格（村）一

警”、“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
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排
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
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台账，
为及时有效做好化解、稳控工
作奠定基础。

严把重点人员管控，维护
社会稳定。围绕各敏感节点，
做好对邪教、涉恐等重点人的
稳控工作，对辖区的所有关注
人员均落实管控措施。严防公
共安全事故，消除安全隐患。
开展冬季火灾隐患大排查，联

合消防大队重点对5类消防场
所进行专项检查治理。开展危
爆物品监管，开展拉网式、地毯
式大排查活动。

严密社会面巡逻防控，确
保治安平稳。进一步加强重点
地段的治安检查和巡逻防范工
作。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主
题活动，积极开展“五进”活动，
进一步加强视频巡查力度，确
保治安大局平稳。

本报鹤壁讯 为进一步提
高辖区群众防范各类电信网络
诈骗安全意识，有效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
生，连日来，浚县公安局新镇派
出所密切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组织民
辅警深入辖区开展防范电信诈
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新镇派出所民警、
辅警深入辖区乡村、街道社区、

街头巷尾、大型超市、商铺和农
村集市等人员集中密集场所，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面对
面讲解，配合微信工作群，微信
朋友圈，村委会大喇叭广播等
宣传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防
范兼职刷单、杀猪盘、办理贷
款、投资理财、冒充客服购物退
款，买卖游戏装备等诈骗方式
的措施和方法。重点将刷单类
诈骗作为宣传防范工作的重中
之重，向辖区群众介绍作案规

律，增强辖区群众防范电信诈
骗的意识和能力，时刻谨记“刷
单是幌子，骗钱才是目的”，教
育辖区群众主动远离兼职刷单
类诈骗，避免经济损失。

同时，结合辖区实际，针对
妇女、待业青年等易受骗人群，
民警在宣传讲解过程中着重剖
析一些真实案例，通过案例分
析，告知群众甄别办法，进一步
增强群众“免疫力”。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市
淇滨公安民警奔袭千里，连续
奋战5个昼夜，一举端掉数个
诈骗窝点，抓获13名犯罪嫌疑
人，取得新年反电诈“开门红”。

2020年12月24日，淇滨
区分局接到报警，受害人王大
爷（77岁）接到电话，称其孙子
因打架被当地派出所处理，需
要马上交36万元保证金保释，
否则会坐牢。老人爱孙心切，
立即按骗子所说将36万元分

两批进行汇款转账，8万元因
操作不当没有转账成功，剩余
28万元悉数被骗。当骗子再
次打来电话诱骗王大爷继续转
账8万元时，王大爷意识到情
况不对，随即报警。

警情就是命令。该局火速
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班开展缜
密侦查，专班民警对已经获取
的信息抽丝剥茧层层分析，最
终发现电诈团伙踪迹。2021
年1月7日晚，经过连续五个昼

夜的摸排、跟踪、蹲守，参战民
警展开集中抓捕行动，成功打
掉数个犯罪窝点，当场抓获犯
罪嫌疑人13人，现场查获大量
用于作案的电脑、手机、电话
卡、银行卡等物品，并追缴非法
获利资金30余万元。

经突审，13名犯罪嫌疑人
对组织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当中。

本报鹤壁讯 近日，鹤壁市
公安局淇滨区分局成功侦破一
起伪造、买卖车辆保险单案件，
抓获涉案人员1人，查获假汽
车保险单20余份，涉案金额高
达10万余元。

2020年 10月，淇滨区公
安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
伪造汽车保险单的违法犯罪工
作线索。淇滨区公安分局立即
抽调精干警力，全力开展线索
核查，通过梳理分析电子保险
单 ，民 警 发 现 上 传 至 交 管
12123APP上的电子保险单系

伪造。经过调查，民警发现，鹤
壁市一家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秦某嫌疑最大。初步调查后，
民警便迅速掌握了秦某伪造车
辆保险单的基本情况。

在2020年9月份，秦某购
买了一批新能源汽车，当时该
批汽车的保险单即将到期，无
法申领年检标志。于是，秦某利
用电子保险单可以导出进行更
改的这一特殊性，将电子保险
单导出，更改电子保险单时间，
并将伪造后的电子保险单拍照
上传至交管12123APP，以此

达到申领年检标志的目的。
经过深入侦查，民警发现，

秦某在伪造电子保险单成功
后，又“试水”买卖公文、证件等
违法行为。2021年1月4日，民
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正在上传
保险单的秦某当场抓获。经审
讯，秦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伪造、
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
件的违法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某已
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鹤壁讯 按照市
局关于省“两会”安保工作
方案的要求，1 月17日，山
城区分局组织开展清查行
动，确保辖区治安大局平
稳。

加强对场所特业清
查。针对宾馆入住人员四
实登记，安全防范落实，消
防设施，疫情防控措施，全
面消杀，住宿人员扫码登
记等情况开展检查。

加强对“低慢小”飞行
器的排查和管控。民警到
辖区有“低慢小”的七中进
行检查，严格按照规定措
施落实“低慢小”管控，确
保公共安全。

加强对辖区管制刀具
清查。分局民警对辖区内
各大超市、商铺、五金店等
进行检查，查看是否存在
储存、贩卖管制刀具行为，

同时向商户宣传管制刀具
的危害性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提高商户法律意识，
杜绝储存、贩卖管制刀具。

加强对重点企业检
查。查看是否落实安全管
理制度，严防各类案事件
发生；查看是否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门岗是否24小
时在岗，对进入单位的人
员及车辆是否登记、查看
是否配备有基础防护器
材，是否落实领导带班制
度，是否开展单位内部巡
查。检查中，发现隐患，立
即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做到隐患清零。

此次行动共清查场所
特业 50家，大型超市、商
铺、五金店96家，检查重点
单位 56 家，发现隐患 16
处，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0份。

淇滨公安分局：
平安守护 成功破获伪造、买卖汽车保险单案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元

淇滨公安分局：
平安守护 千里追击打响打击电诈第一枪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元

浚县公安局：
平安守护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切实抓好重点人员管控、矛盾纠纷排查、公共安全监管、社会面巡逻防控四个重点

浚县公安局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陈晓颖

平安守护
山城区分局开展清查行动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侯超

刘卫云：
用“零”的标准守护平安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陈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