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7 日,中原油田公安局侦破一起车
内物品系列盗窃案，抓获嫌疑人 3 名，查获
被盗现金、银行卡、加油卡、购物卡和笔记本
电脑等案值 6万余元。当天，省公安厅召开

“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部署会议，省
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许
甘露在会议上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迅速发
起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雷霆攻势，开展打击黑
恶势力、盗诈犯罪团伙系列攻坚战。

会议要求，要用新认识解决好“为什
么打”的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
决打好打赢攻坚战，牢牢把握打击犯罪主
动权，为确保全省大局持续稳定、圆满完
成十九大安保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要用
新战法解决好“怎么打”的问题，努力提高
打击能力和实战效能。要从线索、合成、
协作三个方面着力，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
源手段，科学灵活调配警力，在局部形成
绝对优势各个击破。抓“线索”实现精准
打击，从历史记录、数据中找线索，运用
科技信息化手段找线索，动员群众力量
找线索。抓“合成”形成攻坚合力，落实
各警种攻坚责任，建好合成作战机制，优
化再造警务流程。抓“协作”提高攻坚效
能，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完善协作机制，
加强方法手段创新。要用新措施解决好

“如何打好”的问题，充分调动全警积极
性创造性。坚持领导组织带动，落实一
把手责任。坚持专班攻坚、专群结合。
坚持督导检查、及时发现纠正问题。坚
持严明纪律、压实责任，凡不担当尽责，
导致黑恶势力、黄赌毒、诈骗、盗抢等犯
罪团伙在当地活动半年以上的，本次战役
中没有及时发现打掉的，要坚决倒查追
究。要坚持先进引领，推广树立典型，总
结推广先进经验，在攻坚战中发现干部、
培养干部，以优异的战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剑啸中原 保民平安
——河南警方打响“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

阅读提示：
黑恶犯罪，盘踞一域，为害一方，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秩序，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是
必须铲除的社会毒瘤。盗抢骗犯罪，常见多发，群
众感受直接、反应强烈，这是必须解决的事关多数
群众利益的治安突出问题。团伙犯罪、系列案件，
虽然数量不多但危害大，侦破难度大，挑战公安机
关维护治安的能力，损害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这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蛇打七寸，河南省公安厅经过认真研判，选取以
上3个影响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作为打击主攻方向，
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为确保全省大局持续
稳定、圆满完成十九大安保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剑啸中原，保民平安！一场声势浩大贯穿2017
年全年的“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全面打响。

这一仗，事关全省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公安机关的执
法公信力，事关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局面，必须坚决打好打赢。

大事难事看担当，撸起袖子加油干！
——许甘露

高端寄语

3月26日，省公安厅和商丘市公安机关联手破获虞
城“2017·3·11”非法制造爆炸物案，并带破山东、河北、四
川、江苏4省多起盗抢案件，公安部专门致电祝贺。

3月28日，商丘市公安局调动300余名警力集中收
网，共抓获冒充军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99名，打掉
团伙17个，破获案件近百起，缴获涉案赃款近百万元，扣
押涉案车辆12台，收缴作案手机54部、POS机79台、涉
案银行卡107张、作案手机卡112张。

4月2日，在公安部的组织协调下，商丘、三门峡两
市公安机关在缅甸佤邦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8名，
实现了我省赴境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零的突破。

……
记者从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获悉，第一季度，我省共

破获刑事案件37634起，同比提升166.04%，其中现行命
案破案率为 98.76%；破获盗抢骗案件 31145起，百名民
警破案数38.34起。全省共起诉盗窃、抢夺、诈骗、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等四类盗抢骗犯罪嫌疑人4322人，
抓获盗抢骗逃犯 1257 名；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431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595人，冻结被骗资金1.57亿元；全省
共破系列案件573串，5029起，破获犯罪团伙218个，抓
获团伙成员681人。

截至 4 月 13 日，全省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15
起，侦办恶势力团伙117个。

2016 年 12 月，郑州市公安局
金水路分局接到丛某报案称：郑州
某保健品公司一名自称王晓的业
务员，以购买保健品返还补助的
方式，诈骗其钱款 50 万元。接报
后，该局高度重视，立即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工作专班研究案情。
经查，警方确定该案件系一个电
话诈骗犯罪团伙所为。该团伙成
员以业务员身份，前期通过电话联
系受害人，吹嘘公司规模，夸大保
健品效果，取得信任后，通过物流
公司向受害人邮寄劣质保健品，并
让物流代收远高于货值的大额货
款。经查，该团伙近两年内向全国
各地疯狂发件 11 万余件，涉案金
额逾 2 亿元。一个特大推销保健
品诈骗团伙就此浮出水面。

经过分析，警方抓住资金流
向这条主线，组织几十名警力，连
明彻夜，集中力量对该团伙使用的
数百张银行卡资金流转情况进行
了梳理，彻底查清楚了该团伙从上
到下的层级结构。为了更详尽准

确地掌握犯罪团伙信息，专案组利
用该团伙发布的招聘信息，派出精
干力量顺势打进其内部。经过一
段时间的暗中摸排，警方掌握了其
在郑州市内三个窝点的具体位置，
彻底摸清了其运转模式和规律，进
一步完善了涉案人员名单。

2017 年 3 月 31 日，金水路分局
组织案侦、经侦、治安、特勤、法制
等部门近 150 名警力合成作战，对
该犯罪团伙实施了集中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0 余人，其中对
90 余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一举
打掉了这个盘踞郑州、为害全国的
诈骗犯罪团伙。

同一时间，许昌市公安局破获
了另一起特大推销收藏品诈骗案。

……
在火热的实战中，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从线索、合成、协作三个方
面着力，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手
段，科学灵活调配警力，创新战法，
提升打击能力和实战效能，用实际
行动回答了“怎么打”的问题。

从一条伪基站信息倒追
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冻结资金

900余万元
2016 年 11 月份，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案时，

长垣县公安局一民警收到一条“农业银行”95599
发来的短信，内容提示，用户可以通过积分兑换
礼品，并附上了兑换礼品的网址。出于职业敏
感，该民警意识到这可能涉及一起新的电信诈骗
案。向领导汇报后，长垣警方利用技术手段倒
追，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经讯问，二人系被人
雇用转移地点发送伪基站虚假诈骗信息的“跑
基”人员。长垣警方连续 26 天艰苦鏖战，辗转上
海、南京等 6 个地市，理清电信诈骗犯罪链条，精
准定位嫌疑人员，并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成功打
掉一个组装伪基站的窝点和一个电信诈骗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追缴伪基站设备 5 台、涉案
汽车 3 台，冻结涉案账户 150 余个，冻结资金 900
余万元。

这是我省警方侦破的利用伪基站进行电信诈
骗的一个案例。无独有偶，2017 年 3 月 4 日，郑州
警方通过电子监控系统发现了一名形迹诡异的

“背包客”。警方将其抓捕后，从他的背包里发现

了一个微型伪基站，而这时，已经有 14 万部手机
收到了他发送的虚假短信。另外，2017 年 3 月初，
我省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全国 26 个省 72 个地市
利用伪基站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

据省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负责人刘彦东介
绍，目前，河南公安机关共抓获涉及伪基站的违法
犯罪嫌疑人 258 人，缴获成套伪基站设备 153 套，
其他还有大量伪基站的配件，有力震慑了伪基站
电信诈骗犯罪行为。

伪基站暗藏产业链条
存在侦查难取证难打击难特点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伪基站暗藏生产销售产
业链条，在伪基站生产销售作坊内，除了正常购买
配件外，还专门有人设计、制造主板、功放，并通过
专人来完成组装，再在网上售出，之后，受雇于“老
板级”的诈骗团伙的“跑基”头目通过招募大量的

“跑基”人员发送伪基站信息，这些人分工明确，犯
罪成本低廉，获利丰厚，隐蔽性较强。

知情人士表示，利用伪基站进行电信诈骗存
在侦查难取证难打击难特点。当前新式伪基站体
积小、重量轻、隐蔽性强，其信息发射任务既能在
电动车、汽车等行进的车辆中完成，也能在“背包

客”身上完成。人群密集的区域，电磁环境异常复
杂，伪基站信号难于被甄别，致使打击伪基站犯罪
存在侦查难、取证难的问题。同时，打击难也是伪
基站犯罪的突出特点，伪基站设备生产、销售、使
用链条相互交织，已经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且大
部分伪基站设备系通过网络销售，更增大了打击
的难度。

做好涉案线索核查
加大打击力度扩大战果

刘彦东表示，下一步我省公安机关将在公安
部的统一部署指导下，继续推进对相关涉案线索
的核查工作，做好对涉案物证的收集及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等涉案信息的提取查证工作；加大涉案
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力度，及时抓获正在使用伪基
站的犯罪嫌疑人，捣毁伪基站设备窝点；继续深化
侦查经营，对新落地涉案线索和新抓获的犯罪嫌
疑人扩线扩人扩案，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我省
警方要进一步加强与检法机关及相关部门的密切
配合，用足用好打击伪基站的法律法规，让犯罪嫌
疑人得到应有处罚。另外，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引导全社会支持配合公安机关全面打好这一
仗，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抓获犯罪嫌疑人258名，缴获伪基站设备153套
□记者 井春冉

我省警方重拳出击伪基站
冒充银行客服电话，发送内容为“积分兑换礼品”但被

植入木马网站链接的短信，一旦不明真相的市民点开链接
即中招；群发代开发票的短信，市民一旦放松警惕即有可能
落入诈骗者的圈套……藏匿于大街小巷的伪基站，一秒钟

可以同时对多部手机发送短信，每一条信息中都隐藏着不
法分子埋下的诈骗陷阱。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导下，截至4
月7日，我省警方重拳出击伪基站，共抓获涉及伪基站违法
犯罪嫌疑人258人，缴获伪基站设备153套，打击成效明显。

公安部致电祝贺
实现赴境外打击电信诈骗零突破

创新战法显神威
提升打击能力和实战效能

打好打赢攻坚战
“三新”调动全警积

极性创造性

阅读
提示 警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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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井春冉/文 宁晓波/图

警惕不
明短信链接

近两年来，利用
伪基站实施电信诈
骗的案件频发，让人
防不胜防。警方提
醒广大群众要提高
警惕，发现手机收到

“运营商”或“银行”
发来的短信，尤其是
里边附有链接的时，
不要轻易点开，一定
要通过正规途径核
实确认。同时警方
提醒，“黄金半小时”
对警方破获案件、固
定证据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受骗群众
要在第一时间报警，
为警方破案、挽回损
失争取时间。

向群众宣传打击盗窃电动车违法犯罪活动向群众宣传打击盗窃电动车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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