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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公安局局长何洪涛督导城区派出所专项行动时强调

确保全体民警、辅警“零感染”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本报周口讯 1 月 16 日
下午，沈丘县政府党组成员，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
察长何洪涛在沈丘县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付磊，局党
委委员、政办室主任黄长春
陪同下，先后到西关、河南、
站北、河北、北城以及商务中
心区等城区派出所，督导全
省“两会”安保及“平安守
护”、“三川利剑”等中心工
作。

每到一处，何洪涛都实

地查看派出所内务管理、值
班民警警容风纪，仔细询问
派出所警力状况、辖区治安
概况。看到每个城区派出所
主要领导均在岗在位、工作
井然有序、精神状态极佳、回
答询问“一口清”，何洪涛十
分满意。他特别对河南派出
所提出表扬，叮嘱随行人员
要认真总结、推广，打造派出
所基层基础建设可学可鉴可
复制的“亮点”和“样板”。

针对基层派出所“平安

守护”、“三川利剑”专项行
动，何洪涛叮嘱各位派出所
长务必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守土担责，要在精准研判辖
区刑事案件发案特别是“三
车”案件发案规律、特点基础
上，实施精准预防、打击，以
实干担当赢得乡镇党委政府
和辖区群众的首肯与认可。

针对疫情防控，何洪涛
强调，要坚决把好“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底线，确保
全体民警、辅警“零感染”。

4家电动车电瓶被盗

民警抓获窃贼并带破6起盗窃案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李琼

本报周口讯“平安守护”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扶沟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将“三川利剑”
行动和“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结合起来，全力维护社会平
安。近日，该大队通过缜密侦
查、深度研判，成功抓获3名盗
窃电动车电瓶的嫌疑人，并带
破6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案件。

2020 年 12 月 31 日，群
众报警称，崔桥镇4家电车的
电瓶一夜之间被盗。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闻警而动，迅速组

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
察，提取相关物证，并调取案
发现场中心及周边监控分析
研判。侦查中发现，2名男子
和1名女子的形迹可疑，有重
大作案嫌疑。

1月 14日，在扶沟县公
安局党委委员李进的指挥下，
刑侦大队长郭耀杰带领3个
抓捕小组，分别赴尉氏、商丘、
夏邑实施抓捕行动，于15日
晚成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

经初步调查，3名犯罪嫌
疑人是尉氏县人，且都是盗窃
惯犯，经常流窜于鄢陵、扶沟
等地作案。他们趁夜间居民
熟睡时，寻找乡镇街道、门店
等场所停放的电动四轮、三轮
车实施盗窃。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张某、王某某3人对盗窃
事实供认不讳。经进一步讯
问，成功串并破获6起盗窃电
动车电瓶案。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居民背包被盗

民警巧设妙计抓毛贼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本报周口讯 1月20日上
午，沈丘县居民李先生来到沈
丘县公安局河北派出所，将一
面上书“人民警察为人民、破
案神速显警威”的锦旗献给民
警，感谢他们及时侦破盗窃案
件，帮他挽回了损失。

2020年12月20日，河北
派出所值班民警接李先生报
警称，其放在电动三轮车上的
背包被盗，内有现金、手机、铂
金项链、银行卡、身份证等
物。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
初步侦查，但由于案发现场为

老旧小区，无视频监控也无现
场目击者，侦查工作一度陷入
僵局。

在案件侦查期间，办案
民警发现李先生的支付宝账
号，在案发当日产生了几笔
异常交易记录，李先生本人
毫不知情。办案民警敏锐察
觉到这是案件的重大突破
点，遂集中力量深挖线索。
根据交易记录中的联系方
式，民警查找到交易人的微
信并添加好友，经过3天的交
流联系，取得其信任。1月19

日，民警设计将嫌疑人方某
抓获。

起初，方某百般抵赖坚
称该手机系其在路边捡到，
使用支付宝交易后就把手机
丢弃了，绝对不是盗窃。但
其间言词漏洞百出，民警加
大预审力度，动之以情、晓之
以法，突破方某心理防线。
他如实供述了见财起意，实
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当日，民警根据其供述，
起获被盗赃物并发还受害
人。

扶沟县公安局
集中清理盘查 优化治安环境

警医合作 伤者脱险
1月18日，项城市区发生

一起轿车与电动车相撞事故，
有人受伤。接到报警后，该市
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迅速赶
到事故现场，并同步联系120
急救人员。120 救护车到达
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一起，帮
助抢救受伤人员，警医合作及
时对伤者进行院前救治，得到
了伤者家属的赞扬。（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牛天慧 文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闫晓凤

本报周口讯 1月 20日
晚，扶沟县公安局组织治安、
特巡警、交警、派出所等300
余警力，对全县范围内特殊
行业场所开展集中清理盘查
行动。

检查中，城区参战人员
分为2大组、4小组，对城区
宾馆旅店、洗浴中心、KTV
等场所存在的安全管理和涉
黄赌毒行为等情况进行拉网
式、地毯式排查。

民警逐人核查身份信
息，登记流动人口，检查消防
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
宾馆、娱乐场所台账登记不
健全、落实制度不完善、配备
设施不达标等问题，责令限
期整改，并要求行业负责人

依法经营、遵法守纪，坚决不
能从事“黄、赌、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同时，各派出所也
结合辖区实际，科学安排警
力，同步开展集中清理清查
行动。

此次集中清理清查行
动，共出动警力300余人，警
车30余辆，清查宾馆旅店97
家，洗浴中心9家，按摩足疗
店20家，KTV11家，行政处
罚旅馆业5家，整改安全隐患
23处，查处案件1起，治安处
罚4人，抓获网上逃犯2人。

本次行动对特种行业、重
点场所的安全管理和涉黄赌
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震
慑作用，为全县社会治安持续
平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循线追踪 深挖细查
沈丘警方打掉一盗窃犯罪团伙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本报周口讯“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沈丘
县公安局北杨集派出所立足
辖区实际，坚持打防结合，从
侦办一起电动自行车被盗案
件入手，循线追踪、深挖细
查，成功打掉一个盗窃犯罪
团伙。

今年1月10日，沈丘县
北杨集镇某居民小区一辆电
动车被盗。经排查，民警发现
嫌疑人作案时戴口罩规避。在
案件研判会上，各组反馈视频
发现，该嫌疑人多次在北杨集
辖区超市、居民小区活动。为
防止电动车被盗案件再次发
生，北杨集派出所重点加强了
案发地周边及沿街小区的治
安巡逻防控工作。

1月13日上午，派出所
副所长张国昌、民警张祖塬
例行巡逻时，发现一名戴口
罩男子的体貌特征与“1·10”
盗窃电动车案件嫌疑人十分
相似且形迹可疑。民警遂上
前盘查，但男子拒不回答，一
直手脚比划。民警摘掉该男
子口罩，发现系前科人员、聋
哑人毕某某。2016年，毕某
某因涉嫌盗窃被判刑，主办
侦查员还是张国昌。

经哑语老师翻译，犯罪
嫌疑人毕某某对“1·10”盗窃
案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
据其供述，民警连夜辗转河
南、安徽 2 省 3 县市，行程
300余公里，一举将其同案
嫌疑人党某某、郭某某抓获。

“三川利剑”传捷报
外地抓捕奏凯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本报周口讯“三川利
剑”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新
一届沈丘县公安局党委及
时调整工作思路、警力布
局，强化信息导侦，始终保
持对各类刑事犯罪的严打
高压态势。近日，该局通过
对全县数额较大的电信诈
骗案件进行梳理、分析、深
度研判，派出专案组赴广西
玉林，成功抓获涉嫌电信诈
骗嫌疑人7名。

几天前，该局反电诈中
心在对沈丘县王某被电信网
络诈骗一案进行研判时，发
现犯罪嫌疑人黄某、陈某等
人近期活动地点位于广西玉
林市容县，且有较稳定生活
地址。听取汇报后，沈丘县

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督察长何洪涛
高度重视，连夜派出赴广西
玉林专案组。

专案组由该局党委委
员、刑警大队长孙晓龙带队，
抽调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窦亚
中、李勇等10余名业务骨干
连夜出发。驱车1700公里
到达目的地后，在当地公安
机关配合下，经过3天蹲守
摸排，成功将主要犯罪嫌疑
人黄某抓获。经突审并辅助
以技术分析研判，专案组民
警历时7天，先后在广西玉
林、梧州等多地市，先后将涉
嫌电信诈骗的陈某、覃某念、
李某霖、潘某城、黄某林、卢
某霖等人抓获。

■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