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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警方圆满完成中秋节安保任务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郑松波 通讯员 谷剑冰 文图

中秋节小长假，9月9
日至11日每天20时至次
日凌晨2时，开封警方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第三次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全警动员、尽锐出
战，及时打击查处突出违法
犯罪行为，有效清除安全隐
患，全力维护良好社会治安
环境，确保了全市社会大局
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节日期间，开封市副
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马中虎带队，连续三
天深入全市重点场所部
位、重点地区开展实地督
导检查。市局党委班子成
员深入分包单位一线指
挥、随警作战，督导检查各
单位集中行动开展情况；
各县分局“一把手”以上率
下、靠前指挥；各主要参战
警种负责人带队一线作
战，立足警种业务工作，针
对性地加强集中行动工作
的指导。市局机关抽调警
力下沉一线，捆绑作战，全
力以赴查隐患、压发案、防
事故；坚持基层导向，城区
分局统一调配巡特警、交
警和局直机关支援警力，
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同
时，综合联动政法、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联勤联动，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针对夏季治安特点，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加强对
休闲纳凉、夜市摊点等夜

间人员聚集区域的治安巡
查，调整设置“必巡点、线、
重点地区”各20个，持续开
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
车”行动；加强对闹市夜
市、烧烤、大排档等人员密
集场所和易发案部位、时
段的定点驻巡、临查临检，
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特别
是针对酒吧、KTV、宾馆、
旅社等治安复杂区域，采
取“突击式”“地毯式”“拉
网式”清查，整治各类公共
安全隐患。9月11日21时
左右，禹王台公安分局巡
防大队巡组民警在火车站
查控点附近发现一男子形
迹可疑，遂上前盘查，经核
查，该男子名叫王某，因涉
嫌诈骗被河北警方网上追
逃，被巡防大队民警与正
在巡查巡控的新门关派出
所巡组合力控制。

全 市 各 级 公 安 机
关，节日期间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坚持打早打
小、露头就打，对寻衅滋
事、打架斗殴、严重暴力
犯罪、“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坚持快速反应依法
从严从快查处，以最快
速度消除影响、震慑犯
罪。9 月 9 日，开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
局，侦破辖区某生活小
区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
案件，一举抓获犯罪嫌
疑人孔某钦，同时带破

辖区内案件两起和外辖
区案件一起。顺河公安
分局宋门派出所民警抓
获 2 名盗窃门面店犯罪
嫌疑人。

节日期间，全市交警
部 门 全 面 强 化 隐 患 排
查 、路 面 管 控 、秩 序 维
护、宣传提示等措施，加
大重点路段检查，设置
联合执法检查点，重点
查处酒后驾驶、毒驾、超
员、涉牌涉证、非法携带
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等违
法犯罪行为。9 月 9 日，
尉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一天内先后查处 4 起涉
嫌无证及酒后驾驶机动
车违法行为。

第三次夏夜治安巡
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中，
全市公安机关共出动民
辅警 9426 人次，抓获现
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330
人，抓获在逃人员10人，
查处酒驾醉驾 41 起，查
处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384
起，设置宣防点 698 个，
服务群众4931人。

中秋节期间，全市刑
事 警 情 同 比 下 降
44.26%、治安警情同比下
降 45.90%、交通警情同
比下降 15.66%。全市未
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
和交通事故，人民群众在
平安祥和的氛围中度过
中秋佳节。

中秋节当晚开封市民警检查连霍高速开封站下站车辆

杞县公安打掉一涉及3人的跨省
敲诈勒索团伙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郑松波 通讯员 时广建 文图

杞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
警跨省追踪，行程数千公里，
成功打掉一敲诈勒索团伙，
湖南籍犯罪嫌疑人谭某等3
人落入法网，追缴赃款30余
万元。

8月 25日，杞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接到一位男士报警
称，有人给其寄来一封装有
自己和一个女子的 PS“艳
照”，对其要挟敲诈勒索20万
元。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涛
了解相关情况后，根据对方
所提供付款账号，带领中队
长李登论、视频队辅警朱庆
贺、司机王梦豪连夜出发，赶
赴湖南长沙、娄底等地展开
调查，后又顺线追踪，辗转贵
州贵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
等地追查，其间民警调取大
量监控视频，认真梳理研判，
最终锁定该犯罪团伙的活动
轨迹。9月10日，经缜密侦
查，办案民警发现犯罪嫌疑
人谭某在佛山市出现，立即
前往佛山市，在顺德区一酒

店内将谭某抓获归案。根据
其交待，9月11日，又在湖南
省双峰县，将另外两名团伙
成员邓某巍、贺某发抓获。

经审讯得知，犯罪嫌疑人
谭某（男，32岁）、邓某巍（男，39
岁）、贺某发（男，39岁）三人都
是娄底双峰县人，邓某巍与谭
某是亲戚，与贺某发是发小。
今年以来，为了牟取非法利益，
三人购置大量银行卡、手机、电
脑等作案工具，在网上搜索有
关领导参加公务活动的新闻报
道，利用PS技术，伪造领导与
女性的“艳照”，再通过邮寄的
方式进行敲诈勒索，并要挟如
不按要求汇款就向相关部门举
报。三人各有分工，嫌疑人邓
某巍负责搜集信息邮寄信件，
谭某和贺某发负责取钱。邓某
巍等人相继作案五起，共得赃
款65万元。

目前，邓某巍等3人已被
杞县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抓捕现场

巡逻途中遇火情
民警变身“消防员”及时扑灭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郑松波 通讯员 米海永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帮着
灭火，不然后果真不可想象。”9
月11日晚上，通许县公安局朱
砂派出所民警巡逻途中及时扑
灭火情，避免了一场火灾事故
发生，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自开展“百日行动”以来，
朱砂派出所不断强化对辖区
内的巡逻防控力度，力争把各
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9月11日20时30分许，
该所指导员宋二虎、民警赵博
等在辖区进行巡逻过程中，发
现朱砂镇徐屯小区一住户失
火，房间内有孩子，情况十分
危急！指导员宋二虎等拿着

灭火装备迅速赶到现场，及时
疏散现场群众，关闭电源总
闸，扑灭明火，避免了人员伤
亡，最大限度减少了群众的财
产损失。经查，火情系孩子因
玩手机时间过长，导致正充电
的手机短路所致。

警方提示：手机最好不要
一边充电一边玩，充满电后要
及时拔充电器。同时在使用
充电器的过程中要及时观察，
一旦出现电线裸露或开裂一
定要及时更换，切勿存在侥幸
心理，也不要为图省事而埋下
安全隐患。

开封市示范区西湖街道
排查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患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郑松波

9 月 14 日，开封市示
范区西湖街道应急所对辖
区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安
全大排查。

所长韩荣军带队对东
方今典二师附小、金耀小
学周边进行了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认

真对各场所的周边环境、
房屋建筑、办学资质证照
进行查看，详细询问疫情
防控措施是否严格落实，
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安全
责任制是否落实等内容。
同时，针对夏季火灾特点，
向各场所负责人及员工强

调了夏季消防检查的重要
意义，讲解了日常隐患盲
点、火灾预防和逃生自救
等知识，要求大家积极参
加或开展一系列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演练活动，不断
提升自身消防安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