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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驿城警方巡查宣防第三次集中统一行动：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78处！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黑晓

本报讯 根据全国公
安机关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
三次集中统一行动安排，9
月9日至11日，驻马店市公
安局驿城分局精心组织，雷
霆出击，严厉打击查处现行
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有效清
除安全风险隐患，成效斐然。

领导重视，警种配合。
此次行动，该分局组织巡特
警、辖区派出所和局直各部
门形成合力，广泛发动群防
群治力量，全面开展安全隐
患大清查大排查，在广场、
商圈、夜市等夜间人员密集
场所，持续开展“见警察、见

警灯、见警车”行动，不断增
强社会面威慑力、控制力。

重点整治，严厉打击。
该分局组织治安、禁毒及辖
区派出所警力，对辖区歌舞
厅、酒吧、洗浴按摩、旅游酒
店等易藏污纳垢、易滋生违
法犯罪的重点娱乐场所，采
用“突击式”“地毯式”拉网
清查活动，严打“黄赌毒”违
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挤压
犯罪空间。

加强宣传，增强防范。
该分局各派出所广泛发动
群众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
量，紧盯夜间人员密集场

所，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
开展亮警灯巡逻防控，积极
向群众开展反诈、防火、防
盗等安全知识宣传，进一步
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把警
力摆在街面上，让群众感到
安全就在身边。

重拳出击，严打犯罪
“零容忍”。此次行动，该分
局全警出动，发动组织群防
群治力量621人次，检查场
所1107个，巡查重点部位
120个，排查整改各类安全
隐患78处，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 37 人，服务群众
19240人次。

查末端 追源头 端窝点
驿城公安打掉一涉诈洗钱团伙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沈思宇

本报讯 上个月，驿城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在梳
理断卡线索中，发现许某某名
下的银行卡存在异常转账。8
月25日，曾帮助犯罪分子洗
钱的许某某落网；8月26日，
嫌疑人田某被抓获归案。

为实现“查末端、追源
头、端窝点”全链条打击，该
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
综合梳理、顺线查证，结合
网安、人像、资金流向等数

据综合研判，判断在广西柳
州有一个洗钱窝点。紧接
着，该分局组织精锐力量赶
赴柳州，经过三天三夜的秘
密摸排，从中筛选出了8名
信息活跃度高、资金流动异
常的重点盯控对象，在全面
掌握该洗钱团伙组织架构
及主要嫌疑人基本信息后，
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扣押赃款13万余元。

经查，今年 7 月份以

来，以黄某为主的洗钱团
伙，为非法牟利，通过某国
外匿名聊天软件与需要洗
钱“老板”联系沟通，获取业
务，并组织田某等来自全国
各地的卡主赴柳州使用银
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进
行洗钱，初步核查涉案资金
达300余万。目前，该团伙
10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705捆芝麻被盗“芝麻贼”12小时内落网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杨婧

本报讯 9月14日，驿
城公安分局顺河派出所接
到报案，称辖区滨河社区刘
某等人晾晒的芝麻捆被盗。

该派出所民警武运动
带领辅警张昂迅速赶到现
场。经现场了解，有7家总
计 705 捆芝麻被盗，价值
5000余元。

“秋收时节，盗窃村民

辛辛苦苦收获的芝麻，太可
恶了！”顺河派出所高度重
视，民警王玉杰带领辅警张
昂在案发现场附近查找监
控，并在刘竹园社区村委会
发现有可用监控。由于监
控条件较差，历经5个小时
的监控查看及研判，锁定一
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由两
人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后在

巡特警大队的协助下，最终
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落脚
点为雪松大道贸易广场一
院子内。

锁定具体位置后，民警
王玉杰带领辅警张艳宾及
巡特警辅警雷阳、李斌进行
摸排走访，当场抓获了犯罪
嫌疑人。民警仅用12小时，
破获了这起盗窃芝麻案。

事故现场多人受伤 民辅警妥当处置救伤员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史丽莎

本报讯 前不久，驿城
公安分局南海派出所接到
报警，称辖区练江大桥上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有多名群
众受伤。

民警朱进军带领辅警
王海洋、张炯驱车火速赶到
事故现场，发现有5名群众
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儿
童受伤严重，腿部开放性骨

折不能动弹。一名伤者困
在车内，被卡住无法出来。

朱进军立即报告 110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并及时
与119、120调度中心取得
联系，报告现场伤者情况。
接着，对事故现场设置警示
标志。

由于练江大桥限高杆
导致救护车、消防车无法通

行，民警立即开警车在天桥
西侧等候接应出诊的医生，
并用警车转运119携带的救
援装备。在事故现场，辅警
王海洋和张炯疏散围观的群
众，对过往的车辆进行疏导，
维持现场秩序。由于民辅警
处置及时妥当，为事故救援
打开了绿色通道，为解救被
困伤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公安、消防联手救助被困电梯人员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杨慧丽

本报讯 前不久，驿城公
安分局新华派出所值班室接
110指令，称某商场购物电梯
内有多名群众被困。

该派出所值班民警刘勇
立即赶往现场，见被困群众有

近20人。见此情景，刘勇迅
速联系电梯维修人员和消防
人员，共同实施营救。其
间，不断喊话安抚被困群众
的情绪。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

刘勇立即与消防人员一起先
把电梯门撬开一条缝，保持
空气流通，然后关闭电梯电
源，让电梯自行滑到一楼；可
是，电梯在滑到一楼与二楼
的连接处时，停了下来。无

奈之下，刘勇和消防人员决
定撬开电梯门，迅速解救被
困群众，在民警和消防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救出所
有被困群众。

警方提醒：如遇电梯故

障，请大家切莫惊慌，更不
要强行打开电梯门或在电
梯里蹦跳，防止发生坠落造
成二次伤害，要迅速背靠电
梯壁站立，同时拨打报警电
话寻求帮助。

驿城公安分局法制大队
规范执法后勤保障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王瑞芳

本报讯 夏季社会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驿城公安分局法制大队为
进一步提高民警执法业务水
平，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寻找
执法依据等形式，积极为民警
执法办案提供指导和服务，采
取“实体+程序”双结合的方
式，对分局办理的案件采取全
方位监督。

前不久，法制大队民警王
瑞芳就如何提升执法质量，又
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培训会，分
局各单位兼职法制员及负责

上传电子卷宗的辅警参与了
此次培训。培训会上，案管民
警不仅再次详细介绍了案件
办理过程中的预警点，同时对
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养成规范
提出了合理有效的建议。

紧接着，法制民警王瑞芳
又以片区为单位，逐一开展送
教上门服务，通过一对一的现
场交流形式，对民警现场提出
的疑问一一进行解答，切实解
决了办案民警在执法办案程
序上的疑点盲点。

驿城公安分局老河派出所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徐国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
校园安全工作，严密堵塞安全
隐患和漏洞，营造安全稳定的
校园环境，近日，驿城公安分
局老河派出所组织民辅警50
余人次，车辆20余辆次，深入
辖区全部24所中小学、幼儿
园，积极开展“共筑校园安全
防线”活动。

该派出所民辅警走进校
园，重点对学校门卫管理、内
部安保力量、视频监控运行、
警卫器械配备、消防设施配
备、应急处置机制等方面进行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30余处当场提出整改建议
与意见，现在已全部整改完
毕。

与此同时，民辅警指导校
园师生、安保人员开展防灾、
防暴演练，切实增强防灾、防
暴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面对面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
传，推广注册使用“金钟罩”和
国家反诈中心APP，将诈骗分
子惯用伎俩、套路公布于众，
提升广大师生识骗、拒骗、防
骗能力。

驿城公安分局沙河店派出所
法治宣传进校园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高姝莹

本报讯 近日，驿城公安
分局沙河店派出所民辅警走
进沙河店镇第一初级中学，开
展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一是向全校师生讲解《未
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和安全防范常识；二是
从校园欺凌、自我预防等方
面，以案说法进行讲解，分析
在校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原
因及当前学生中常见的不良
现象，指导学生如何运用法律

手段进行自我保护，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三是讲解相关应对
方法，如接到诈骗电话，第一
时间报警，不轻信，不盲从；遇
到不法侵害，要寻求家长、老
师以及公安机关人员的帮助，
不要害怕打击报复，否则会助
长坏人的嚣张气焰。

扎实、接地气的专题讲
座，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观
念、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收效“吹糠见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