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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遂平县
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5起大
货车使用小轿车ETC收费
标签卡，逃避高速通行费的
系列诈骗案。

去年3月至10月间，邢
某、郭某、秦某、秦某某、王
某5人为少缴高速通行费，
利用高速公路小轿车和大
货车的收费差异，将小轿车
ETC卡用在重型半挂牵引
车或大货车上，多次骗逃高
速 通 行 费 共 计 人 民 币

141199.02元。案发后，已
全部补缴骗逃费用。

遂平县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人邢某等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取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
节、危害后果及悔罪态度，
依法判处邢某等人一年零
三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
的刑期，并处一万元至三千

元不等的罚金。

法官说法：
本案中，大型车驾驶员

利用大型车与小型车的收
费标准差来偷逃通行费，此
行为构成诈骗罪。法官提
醒广大车主，利用大车小标
等手段逃费属于违法犯罪
行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请严格遵守高速公路
相关法律法规，切莫贪图小
利以身试法。

ETC“偷梁换柱”法不容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王丽 李娟

犯罪嫌疑人张某猎捕的青蛙

本报讯 近日，泌阳县
公安局成功打掉一个电信
诈骗犯罪团伙，为受害人赵
某追回了损失。

8月底，泌阳县郭集镇
的赵女士报警，称自己被骗
了。赵女士说，她通过手机
进入一微信群，按照群中发
送的链接，下载某刷单返现
软件并按照接待员的要求
进行刷单；在开始做任务获

得佣金后，她信以为真，继
续按照接待员发送的链接
进行刷单，对方以操作不当
为由没有进行返现，接待员
又让其刷单转钱，她感觉被
骗没再转。

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迅速成立由侦查中队、反
诈中心、情报中队等组成
的专案组，经过剖析案情、
多方侦查、深入研判后，成

功锁定该诈骗团伙的落脚
点。办案民警远赴贵州都
匀市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蹲
守，抓获涉诈洗钱团伙嫌
疑人杨某、汪某和周某，扣
押手机 3部，银行卡 6张，
为受害人赵某追回了损
失。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网上刷单返现被骗
警方出击，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茹嘉祎

本报讯 8 月 25 日，泌
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连
接到报案，称位于泌阳县古
城办事处和花园办事处的
某便利店、菜店、理发店等4
家沿街门店被盗。

刑警大队民警迅速展
开侦查，与多警种联合，同
步上案进行分析研判。通
过调取被盗场所附近监控
一帧一帧查看发现，这4起

盗窃案为同一团伙实施。
该团伙共有 3名犯罪嫌疑
人，于8月25日凌晨1时左
右窜至古城办事处东方红
大街附近撬开某菜店卷闸
门，在盗取香烟、现金等财
物后逃窜继续作案，用同样
的作案手法又连续对其他
三家门店实施盗窃后逃跑，
被盗财物总价值 2000 余
元。

民警循线追查，该团伙
的身份信息、行动轨迹被锁
定，刑警大队联合古城派出
所于当天下午迅速出击，在
南阳市蒲山镇抓获嫌疑人3
人，带破本地盗窃沿街门店
案件8起、外市盗窃沿街门
店案件3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系列沿街门店盗窃案 一天告破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茹嘉祎

前不久的一个夜晚，平
舆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民警巡逻至阳城镇南马肠
河时，发现一男子骑着摩
托，戴着头灯、舀子和网袋，
形迹十分可疑。

民警对该男子依法进
行盘查。发现该男子名叫
张某，他夜里使用头灯和舀
子在马肠河逮青蛙。经现
场清点，张某捕捉青蛙110
只；取证后，民警将网袋里
的青蛙及时放生，犯罪嫌疑
人张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夜间巡逻抓获捕蛙人
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刘威 文图

本报讯 9月13日，张女
士专程来到驿城公安分局雪
松派出所，送来一面上书“破
案神速 找回失物”字样的锦
旗致谢。

9月 7日上午10时许，
雪松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
警电话，辖区居民张女士称，
她骑行到市区十三香路万家
超市门前时，发现手提包丢
了。

值班民警周新伟、刘青
华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安慰
张女士不要着急，一边询问
具体情况。经过简单询问得

知，张女士在十三香路骑电
车由北到南行驶过程中，电
车篮里的手提包不慎掉落；
手提包里，有非常重要的证
件和一些财物，如果找不到
会特别麻烦。

民警周新伟、刘青华分
头寻找，他们询问路人和辖
区群众，调取沿途视频监控，
忙到下午两点多钟，最终确
定一轿车车主捡到了张女士
的包。紧接着，他们顾不上
吃午饭，多方打听找到了该
轿车车主，寻回了张女士丢
失的手提包。

值班民警接警立即行动
帮助居民找回丢失的包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魏星星

本报讯 连日来，泌阳县
公安局郭集派出所加强辖区
社会面治安管控，着力守护
群众安全。

走访排查，加强安全守
护。该派出所民警根据辖区
精神病患者的情况，进行针
对性走访，通过对精神病患
者的生活情况及治疗康复情
况的了解，详细掌握辖区内
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动态，并
督促要求监护人履行好职
责，确保精神病患者时刻处
于可控状态。与此同时，该

派出所对辖区内重点单位进
行不定时的清查、检查，确保
重点单位严格规范按照规章
制度进行经营。

提高群众见警率，提升
群众安全感。该派出所加强
社会面巡逻防控，按照“有警
出警、无警巡逻”“白天见警
察、晚上见警灯”的要求，加
大警力强化巡逻，加大对可
疑人员、可疑车辆和物品的
盘查力度，切实提高见警率、
管事率，提升辖区群众的安
全感、满意度。

泌阳县公安局郭集派出所
排查安全隐患 加强安全守护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陈昆

本报讯 连日来，泌阳县
公安局赊湾派出所根据辖区
实际，加强巡逻防控，排查整
治各类治安隐患，着力为辖
区群众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村民邱某民与邱某帅两
家，因耕地边界争议常年不
和。前不久，该派出所民警来
到双方家中，深入了解双方矛
盾纠纷的根源，来到争议地头
实地查看丈量，最终解决了争
议，化解了双方矛盾。

村民曹某运与李某宇两

家因耕地问题存在矛盾纠纷
十余年，多次经村委、镇政府
工作人员调解未果。该派出
所民警在走访过程中得知情
况后，多次到双方家中了解
沟通、走访村邻了解情况、深
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最终
双方各自让步达成和解协
议，成功化解了十余年的耕
地纠纷。

自“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赊湾派出所已排查、化解
各类邻里矛盾纠纷数十起，
消除了多个治安隐患。

泌阳县公安局赊湾派出所
了解矛盾根源 化解居民纠纷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孙庆春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学
校安全保卫工作，营造安全
稳定的学习环境。近日，驿
城公安分局新华派出所合
理布置警力，组织民辅警积
极开展“护学岗”执勤工作，
确保辖区学校师生安全。

工作中，民辅警认真落
实“护学岗”机制，严格按照

“一校一警”措施，发挥警校
联动作用，采取流动检查和
定点管控的方式，组织社区
民辅警对学校是否严格落实

“人防、物防、技防”等防范措

施、校园进出人员安全检查
登记、疫情防控等情况进行
检查。与此同时，积极维护
交通秩序，引导学生有序上
下学，并提醒过往车辆减速
慢行，认真落实常态化“护学
岗”机制，为全校师生提供了
有力的安全保障。

该派出所开展的“护学
岗”工作有温度、有力度，保
障了校园及周边良好的社会
秩序，减少和防范了意外交
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驿城公安分局新华派出所
一校一警“护学岗”有温度有力度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杨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