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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淅川县公安局
打掉一个贩卖银行卡、专为境外赌
博网站提供转账服务的网络支付
团伙，16人落网。

2021年年初，淅川县公安局
接到辖区多名群众报案：在某网站
被诱导参与网络赌博游戏，损失巨
大。接到报案后，淅川县公安局高
度重视，迅速组织多部门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各部门分工协作，经过
周密侦查之后，确定这是一起典型
的跨境网络赌博案件，且该网站在
境内有提供转账洗钱的窝点。通
过进一步核对信息，最终确认嫌疑
人位置，专案组民警迅速赶赴郑州
进行缜密调查，经布控蹲守，并在
当地警方配合协助下，将该犯罪团
伙成员一网打尽，抓获犯罪团伙头
目宋某及成员共16人。

淅川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在调
查中发现，犯罪团伙头目宋某主
要操作“跑分洗钱”，而吕某等其
他成员负责收购银行卡，为洗钱
活动提供渠道路径。该犯罪团伙
为谋取利益，主动与境外赌博集
团联系，搭建平台，为境内参赌人
员提供收付款、转账的“洗钱跑
分”通道，通过招揽社会闲散人
员，成立收卡团伙，在省内外多地
大肆收购银行卡，然后将参赌资
金用收购的银行卡多次、多级转
移到各个银行和资金平台，最后
将钱“洗白”，以此为网络赌博活
动提供帮助。

目前，该案犯罪团伙成员宋
某、吕某等16人已被淅川警方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深挖中。

本报讯“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为扎实开展交通安
全隐患整治工作，南召县公安局
围绕“减量控大”工作要求，以“四
单一表”工作机制统筹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全局，结合辖区工作实
际，认真分析研判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工作落
实，持续开展道路交通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全力确保辖区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平稳。

抓思想认识，周密组织部
署。为扎实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结合“四单一
表”排隐除患工作机制，局党委多
次组织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工
作目标，细化工作要求，落实工作
责任，认真做到分析研判到位、思
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
措施到位。

抓源头排查，消除事故隐

患。完善建立排查交通安全隐患
“日报告、周通报、月讲评”机制，
全面排查交通安全隐患，制定落
实整改措施，坚决消除安全隐
患。目前共检查货运企业12家，
客运企业2家，危化品企业1家；
排查重点车辆安全隐患 264 台
次，整改193台次，清除重点驾驶
人安全隐患448人次；排查道路
安全隐患46处，目前整改44处，
整改化解率96%。

抓路面管控，确保通行安
全。为对各类违法行为形成高压
态势，切实维持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稳定，一是依托路面执勤岗
亭、临时执勤点对过往车辆进行
严格检查，严打狠治客车超员、
货车超载、疲劳驾驶、违法停车、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将交通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
之中。

本报讯“太感谢警察同志
了，我都没想到被骗的钱能一分
不少追回来！”2021年3月2日，
石女士拿着一面印有“为民解忧、
破案神速”字样的锦旗来到社旗
县公安局赊店派出所，对办案民
警连连称谢。

2020年 12月 14日，石女士
来到社旗县公安局赊店派出所报
警，称2020年12月11日，其七岁
的孙子在微信上添加一个好友，
对方声称可以低价买到限量皮
肤。爱玩游戏的孩子一直想拥有
游戏皮肤，奈何平时零花钱不多，
也不知道从哪购买皮肤，一听对
方可以低价买到限量皮肤，顿时
心动，在对方的诱导下一步步进
入陷阱。

“你先转账，限量皮肤三天后
到”嫌疑人通过微信，指导孩子操
作大人的手机扫描付款二维码，

先后转账共计6577元。钱转出
后，皮肤是一个也没收到。石女
士在翻看自己手机时，发现了聊
天内容和转账信息，意识到孙子
被人诈骗，立即到派出所报警。

诱骗幼儿实施诈骗，行为相
当恶劣。为帮助石女士挽回经济
损失，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办案民警历时70天的调查取
证，收集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大
量证据，终于在2021年2月份确
定犯罪嫌疑人邹某某，经进一步
调查得知，此人长期在四川省遂
宁市活动。办案民警随即对其展
开抓捕。

近日，迫于公安机关的强大
压力，犯罪嫌疑人邹某某主动投
案，到案后，邹某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并主动如数退还赃款。

目前，嫌疑人邹某某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讯 近日，社旗警
方接到一起失物警情，群
众丢失了一个挎包，内有
现金若干和重要证件。所
幸，丢失挎包被热心群众
捡取并归还。失主对民警
的细心、耐心工作态度和
热心群众的拾金不昧行为
表示赞扬和感谢。

2021年 3月 3日，刘
女士焦急地跑进社旗县公
安局兴隆派出所值班室向
民警求助。当天上午，刘
女士在赶集置办货物时，
不慎将自己的黑色挎包丢
失，内有现金2000元、身
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财物。

接到刘女士的求助
后，民警立即调取事发地
点周边监控。经过近四个

小时的视频回放，民警发
现挎包丢失的位置在社太
路，但当天逢集，来往群众
较多，无法确定是谁将包
捡走，只看到一辆白色电
动四轮车短暂停顿。民警
反复查看视频，还是没有
看到是何人拾取手包。得
知情况刘女士已经感到寻
回希望不大，民警安慰其
不用着急，警方将不会放
弃查找，定会全力帮助其
寻回丢失财物。

2021年 3月 5日，兴
隆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开展
日常巡逻工作时，在青年
路发现一辆白色电动四轮
车与3月3日在监控中看
到疑似捡包的车辆高度相
似。民警立即询问车主，3

月3日是否在社太路捡取
一个黑色挎包，车主承认
确实捡到挎包，并表示，本
想这两天让村干部带领去
派出所上交。车主随即带
领民警到其家中将所捡挎
包交于民警，民警当场对
包内物品进行了清点，并
告知车主会将挎包归还失
主。

随后，民警与刘女士
联系，通知其到所领取遗
失物品。刘女士到所领取
遗失物品后，对民警连声
道谢。

3月8日，刘女士来到
了兴隆派出所，将一面印
有“尽心尽力暖人心 人民
警察为人民”的锦旗递到
了民警手中。

本报讯 3月 5日，桐
柏县公安局回龙派出所民
警急群众之所急，中午加
班加点，及时为群众汪某
找到其孙子的出生医学证
明存根联进行复印，为群
众解决难题，受到辖区百
姓的点赞好评。

当日中午12时许，回
龙乡何庄村居民汪某焦急
地跑到派出所户籍室求
助，称自己的孩子在海南做
生意，准备让孙子去海南上
学，由于上学需要出生医学
证明，自己在家找了很长时
间，一直没有找到，孩子一
天打好几个电话催要，才想
到派出所咨询在哪能补出

生医学证明或是找下上户
口时的存根，复印个复印
件，邮寄过去好让孙子能
尽快入学。

户籍民警听后，安慰
汪某不要着急，随即，民警
开始在档案室进行翻阅查
找，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
翻找中，最后终于找到了
汪某孙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的存根。民警当即给其复
印了一份并交到汪某手
中，汪某激动地接过复印
件，连连表示感谢，并表示
已经下午1点多了，民警这
么辛苦帮忙找材料饿到现
在，想约民警一起出去吃
个饭，民警当即婉言谢绝：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派
出所有工作餐，给我留的
有，现在1点多了，我也不
留您在所里吃饭了，赶紧
办完给寄过去吧！”随后，
汪某激动地离去。

桐柏县公安局在当前
开展的公安队伍教育整顿
中，以为辖区群众办实事
为依托，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真情暖民心，结合日
常工作积极践行为民服务
精神，聚焦民生、主动作
为，群众一声声的赞美，既
是警民情深的诠释，更是
对公安民警最大的鼓励和
肯定。

本报讯 在河南省桐
柏县法院，有这样一位法
官，刚过不惑之年，却已经
是人民法庭的“老革命”。
16年来，他坚守人民法庭
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公正司法，司法为民，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他就是桐柏县法院城
关法庭庭长王光伟。

人民法庭是法院联系
老百姓的重要纽带，日常
工作中，王光伟十分注重
做群众工作，对判决不是
一判了之，积极做好判后
答疑，让老百姓胜败皆

服。2018年 6月，在办理
一件侵权纠纷案件时，原
告因证据不足败诉。判决
送达后，王光伟并未就此
罢手，他了解到原告虽然
认可法院的判决，可面临
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于
是他一方面从法律角度帮
助原告分析问题，另一方
面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予以
帮助，最终原告的大麻烦
得以彻底解决。2019 年
秋天，原告带着自家地里
种的葡萄送到他的办公
室，被王光伟婉拒了，原告
激动地说：“法官连几串葡
萄都不收，谁再说法院坏

话，我都不愿意。”
十六载风风雨雨，十

六载无私奉献。16年来，
王光伟坚守法庭，舍小家，
顾大家，从不因私废公，连
母亲生病动手术也是联系
医生安排在节假日。他常
说：“家里的事我管得少点
儿，家属辛苦点儿，总能过
去，但分给我的案件不及
时办理，影响的不只是一
个人、一个家庭。”由于工
作出色，王光伟先后被授
予全市法院优秀法官、全
市法院办案标兵、全市百
优政法干警等荣誉称号，
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周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艾旭 武书强

坚持“三抓”举措
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李东晓

买“皮肤”的钱
被警察叔叔追回来了

民警帮助找回失物 群众感激赠送锦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李东晓

点滴服务，温暖百姓心田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肖书鼎

王光伟：
扎根法庭十六载，无怨无悔写人生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贾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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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警方打掉贩卖银行卡转账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