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编创 曲歌 审校 王玮

A19

湖滨分局

亮剑攻坚“百日行动”，抓获各类嫌疑人150名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孙宇 文图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亮
剑攻坚“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湖滨分局严厉打击，严
密防范，严格管控，取得阶
段性成效。

其中，该局充分利用微
信工作群等形式，通报打击
战果、工作成绩和工作进
度，营造比学赶帮超氛围。
坚持领导带头，从动员部
署、协调推进到研判警情、
抓人破案，用身影代替话
筒。坚持督导检查，将常态
化督导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指出问题，督促整改。

该局还突出高压严
打，让部门联动转起来。
通过整合视频、反诈等部
门，组建合成研判专班，针
对研判推送的街面违法犯
罪嫌疑人和专案团伙重点
人员，分类别分情况抓捕
推进。“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分局先后打掉电诈犯
罪团伙 3 个、制毒窝点 1
个，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150名。在治安乱点
整治方面，该局采取超常
规措施，打防管控同频同
步，针对治安挂牌重点区

域，明确职责任务和工作
措施，整合力量，集中开展
清查统一行动。整治期
间，共出动警力 2039 人，
检查场所2639家次，巡查
重点部位 340 个，排查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676个。

在治安管控方面，该
局从治安管理、安全防范、
维稳管控等工作入手，持
续推进反诈宣传，辖区电
诈发案呈现整体下降态
势。同时，重拳打击跨境
赌博，常态化打击涉黄涉
赌违法犯罪。

陕州区公安局
“准、精、实”三字法，强力推进治安乱点整治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闫晓依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陕州区公安局立足辖区实
际，做实做细“准、精、实”三
字工作法，治安乱点整治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辖区群众
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该局在“准”字上下功
夫，将治安乱点排查整治作
为事关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联
合区综治部门，广泛发动各
协作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力
量参与排查整治工作。专
门成立以主管局领导为组
长、多警种和部门共同协作
的工作专班。在排查工作
中，对全区 13个乡镇 256

个行政村、9个社区19个小
区以及800余处的行业场
所、部门进行地毯式排查，
最终确定市、区两级挂牌督
办治安乱点名单，为整治工
作奠定扎实基础。

在“精”字上做文章，对
排查出的乱点，落实定主体
单位、定协作单位、定主要
责任人、定直接责任人的

“四定”责任制。同时，针对
不同问题，分析深层原因，
研究相应对策，把脉问诊、
对症下药。建立工作台账
挂账督办，实行台账式管
理，确保整治工作有目共
睹，存在问题逐个清零。

在“实”字上出狠招，一
是多管齐下强防范，采取悬
挂横幅、巡逻守护、监督防
范等举措，整治期间，两处
治安乱点全部实现了“零发
案”目标。二是多警协作强
打击。针对辖区医院停车
场盗窃案件多发问题，开展
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三是
狠抓整治强管理，聚焦重点
乱点，打出“打、防、管、宣、
治”五套组合拳。整治期
间，共组织开展统一清查行
动8次，全面消除了治安乱
点安全隐患，有效解决群众
身边的治安突出问题。

灵宝市公安局
捂好“钱袋子”，筑牢防范养老诈骗安全防线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赵保卫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老年
群体对养老诈骗的认识和防
范能力，增强老年群体的防
诈、反诈意识，连日来，灵宝市
公安局组织夜间巡防民辅警
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宣传活动，共同构筑起防
范养老诈骗的安全防线。

活动期间，民警深入社
区、公园、车站，以面对面宣
讲、发放宣传资料等宣传方
式，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剖

析养老诈骗作案手段、惯用
伎俩及防骗技巧，提醒老年
群众在接到陌生电话时要注
意提高防范意识，加强辨别
能力，遇到问题保持清醒头
脑，及时报警，防止财产受到

侵害，活动中共发放“反诈清
凉扇”200 余个，宣传资料
3000余份。同时，民警还号
召老年群众积极参与反诈普
法宣传，将反诈知识传播给身
边的家人朋友，助力形成人人

反诈、人人参与、人人宣传的
浓厚氛围。

据悉，灵宝公安将持续开
展丰富多样的养老诈骗宣传，
切实帮助老年人守好“钱袋
子”、筑牢“防火墙”。

义马市公安局
奋战5天5夜，抓获跨省盗窃团伙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张宇

近日，义马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联手合成作战中心，在局
党委统一指挥和参战下，精准
研判、果断出击，3个抓捕小
组经过5天5夜连续奋战，辗
转三省四地开展抓捕工作，成
功打掉了一个跨省流窜盗窃
汽车三元催化器犯罪团伙，现
场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

7月28日，义马市接连发
生两起半挂货车三元催化设
备被盗案件，涉案价值高达
10余万元。案件发生后，局
党委高度重视、快速反应，迅
速抽调刑侦、科通精兵强将组
成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

经过研判，专案组民警在
两个案发现场发现两辆嫌疑
车辆，初步排查系两伙作案嫌
疑人。专案组立即安排精兵
强将兵分两路，一路根据嫌疑
车辆行驶轨迹对锦程河湾作
案嫌疑人进行追踪抓捕，抓捕

小组昼夜兼程，先后追踪至浙
江金华，河南洛阳、漯河等
地。最终于31日18时，在高
速公路漯河出站口将嫌疑人
王某抓获并将嫌疑车辆查
扣。经连夜审讯，王某如实供
述了作案经过和嫌疑人同伙
信息。8月1日22时，在漯河
高速服务区将嫌疑人郭某明、
王某贤、张某营抓获。

另一路办案民警对三十
铺运煤大道作案嫌疑车辆进
行追踪。在新安警方的配合
下，侦查员通过三天三夜对嫌
疑车辆可能出现的区域进行
摸排、蹲守，至30日22时，将
嫌疑人江某阳抓获，其对窜至
义马市盗窃三元催化器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截至8月2
日凌晨，两起案件5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落网，追回部分被盗
设备。

网上任性辱骂民警，行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孟永新

9 月 15日，卢氏县公安
局接到举报，称有人在网
络上发布视频，恶意辱骂
办案民警。接报后，该局
沙河派出所闻警即动，迅
速锁定违法行为人并将其
抓获。经讯问，张某对其
在网络上辱骂办案民警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并主
动删除原辱骂视频。

经查，违法行为人张某
（54 岁，沙河乡人）因对其
9 月 14 日在卢氏县城骑摩
托车违规被民警当场查获

并罚款二十元心生不满，
遂于 9 月 15 日在抖音平台
发布视频，对办案民警进
行辱骂泄愤，并混淆视听
误导网民评论和转发，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

张 某 的 行 为 因 违 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
规定，已构成寻衅滋事，
结合其实际行为，最终卢
氏县公安局依法对其作出
行 政 拘 留 6 日 的 处 罚 决
定。

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
用心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纠纷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张晓烨

9 月 16 日 ，三 门 峡 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向
阳派出所副所长夏金保在
工 作 中 了 解 到 ，209 国 道
东侧某 4S 店因拖欠工资，
发生纠纷，群众报警。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首先对
群众王某耐心安抚。后经
了解得知，该 4S 店欠王某
工资 1400 余元，经再三催
要 迟 迟 未 按 履 行 时 间 支
付。最终，经过民警耐心
协商，该 4S 店负责人将所

欠王某工资全部付清。现
场 ，王 某 对 民 警 连 声 道
谢。

据 了 解 ，为 有 力 有 效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经济
开发区分局向阳派出所在
日常工作中，围绕“六防六
促、四单四表”工作部署，
民警对排查的矛盾纠纷落
实化解、疏导，切实做好排
查一批、化解一批、回访一
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幸福感、安全感。

向党旗宣誓，持续开展亮剑攻坚。

铸盾亮剑铸盾亮剑““百日行动百日行动””
攻坚守护万家平安攻坚守护万家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