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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城警方打响三大攻坚战
——“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专项行动之新县篇
今年以来，新县公安局按照河南省公安厅、信阳市公安局“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专项
行动的统一部署，认真分析研究，狠抓措施落实，科学部署打防工作，提升了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
步和谐了警民关系。
新县县政府党组成员、
县公安局局长张毅介绍，
新县地广人稀，
是革命老区，
故称为红城，
全县人口
36 万余人，
平时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外地打工，
仅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就达 12 万之多，
很多乡村平时在
家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成了名副其实的
“空心村”
，
如何把社会治安管理好，
成了新县公安局新一届党委
的首要任务。新县县委、
县政府对公安工作高度重视，
近年来，
先后投入 4000 余万元建成视频监控系
统和合成研判一体化平台，
高质量高起点为社会综合治理和打击犯罪提供了可靠的科技支撑。在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县200多名民警的共同努力下，
新县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
公众安
全感持续保持全市领先地位，
群众对公安机关执法满意度连续3年位居信阳市第一。
新县县政府党组成员、
县公安局局长张毅，政委李长文到刑警大队听取专项工作汇报

科技支撑，
精准研判
百万诈骗案件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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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
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先后接到受害人刘某、
代某报警称：
一个叫韩
某的男子以做生意筹资为由诈骗他们数万
元。案发后，
新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主管刑侦
的副局长迅速召集刑侦、
视频监控中心等部
门研究案情，
并迅速成立由刑警大队警力为
主的专案组展开案件侦查。专案民警通过多
方调查取证，
很快确定犯罪嫌疑人为新乡市
长垣县的韩某，
并掌握了韩某近期在其老家
活动的踪迹。
为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追回被害人
的损失，
3 月 1 日，
专案组成员驱车赶至长垣
县。民警克服人生地不熟等困难，
在当地派
出所的协助下，连续摸排、蹲守，当日 22 时
许成功将嫌疑人韩某在其老家长垣县余家镇
抓获。
经查，
2016年2月以来，
犯罪嫌疑人韩某
通过伪造相关印章、
合同证明，
并假冒某医疗
器械公司销售员，
打着与某医院签订购销医
疗设备需垫付资金的幌子，
先后骗取刘某、
代
某现金共计28万余元。经案件深挖，
韩某还
如实供述了曾以类似手段骗取新县汤某、
韩
某及广西马某等5人1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合成作战，
多警联动
打掉流窜入室盗窃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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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份以来，
新县城区连续发生
多起入室盗窃别墅案件。针对多发的入室盗
窃案件，
新县公安局抽调精干力量专门成立
了案件侦破专案组，
强力攻坚。刑侦技术、
视
频监控中心等部门加大串并研判力度，
局相
关部门警种同步上案，协助查找案件线索。
民警通过现场勘验、
串并案件、
调查走访、
调
取监控等手段，
获取了大量的证据材料，
前科
人员余某、
邹某等人成为嫌疑对象，
逐渐浮出
水面。专案组经过进一步的摸排侦查，
最终
锁定余某、
邹某、
熊某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确定犯罪嫌疑人后，
专案组重点展开对嫌疑
人活动踪迹摸排跟踪，
最终掌握了余某等人
在江西省九江市的重要线索。
抓捕时机成熟，
新县公安局果断下达抓
捕命令。3月3日，
在信阳市公安局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
专案组民警连夜驱车赶至九
江市，
于 3 月 4 日凌晨 1 时许，
在九江市一家
宾馆将睡梦中的犯罪嫌疑人余某、邹某、熊
某、
翟某4人抓获，
并在其居住的房间中查获

现金、
金银首饰、
手表等部分被盗财物。
经突审，
余某等 4 人初步交代了 2017 年
1月份以来，
与团伙另一成员熊某某交叉结伙
流窜于新县、
淮滨、
光山、
罗山、
息县等地，
通
过攀爬、
撬窗实施入室盗窃作案23起的犯罪
事实。专案组随后乘胜追击，于 3 月 6 日夜
晚，在新县火车站附近一旅馆将熊某某抓
获。3 月 10 日上午，
专案民警抓获涉嫌收赃
的李某、
张某夫妇。此案带破系列盗窃案件
20余起，
追缴一批金银首饰及现金等，
收到良
好的社会效果。

视频追踪，
市县协作
跨省流窜盗窃团伙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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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份以来，
新县京九路、
长潭二
街居民小区相继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
严重
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该局民警通过
勘查和比对分析发现，
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
案系一伙人所为，
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男性作
案。该系列盗窃案作案时间集中在凌晨1时
至 4 时之间，
作案地点多选择比较容易进入
的别墅和普通商品房，
作案手段均是采用插
片开锁进入室内。系列入室盗窃案引起新县
公安局高度重视，
该局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
案组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多次对案件进行
分析研判，
制定了以现场勘查为依托、
合成作
战为突破口、
传统侦查为基础的案件侦破思
路，
发挥各种侦查手段的各自优势。为进一
步掌握并摸清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及活动轨
迹，
尽快打掉这一盗窃团伙，
4 月 13 日，
专案
组民警向信阳市公安局作了专门汇报，
并请
求支持。市公安局了解案情后，
立刻组织专
班民警开展合成研判。市县专案民警通过不
间断的视频追踪、合成研判、分析比对等措
施，
初步摸清了该团伙人员构成、
作案规律、
作案车辆及销赃渠道，
一个光山籍盗窃团伙
终于浮出水面。
4 月 22 日凌晨，
新县公安局视频监控再
次捕捉到入室盗窃的二名嫌疑人的行踪，
各
侦查小组随即就位，对嫌疑人实施跟踪布
控。当二人转至新集路火车站附近进入一早
餐店时，
侦查民警迅速靠上前去，
将嫌疑人李
某、
张某抓获，
并当场从二人身上查获刚刚盗
窃的现金、
手机及作案工具。之后，
专案组根
据前期掌握和跟踪到的情况，
驱车至罗山县
周党镇，
于当日 10 时许，
在该镇一家宾馆内
将该团伙另一嫌疑人袁某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李某等 3 人交代了
自 2017 年 2 月以来，
三人交叉或结伙先后在
光山、
罗山、
潢川、
新县及安徽广德等地流窜

新县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张毅到高速新县站出口迎
接赴外办案民警凯旋

入室盗窃作案 20 余起，
盗窃现金、
手机等财
物的犯罪事实。

群防群治，
警民联手
50分钟抓获一盗贼

4

3 月 29 日，新县公安局雷霆出击、周密
部署，
及时启用群防群治防控网，
警民联手、
多警种协同作战，仅用 50 分钟就成功抓获
一名湖北籍流窜入室盗窃嫌疑人，
破获入室
盗窃案件两起。3 月 29 日 15 时 30 分，新县
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周河乡柳铺村村民
徐某报警，
称其外出砍柴回家时发现有人在
其家中偷东西，已逃走。接到县公安局 110
指令后，
新县公安局周河派出所民警 5 分钟
内赶到现场，经现场询问报警人，获悉该犯
罪嫌疑人为男性、
50 多岁，在被报警人发现
后，携带盗窃赃物驾驶一辆无牌照蓝色摩
托车往湖北方向逃窜。同时，周河派出所
又陆续接到辖区内两名群众报警，称其家
中被盗。周河派出所民警一方面驾车沿周
河通往湖北麻城福田河公路进行追踪查
找，另一方面及时将该警情以及犯罪嫌疑
人的体貌特征向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进
行了反馈，并将该警情通报给县公安局田
铺派出所。
获悉该警情后，县公安局立即作出具
体安排，要求周河、田铺派出所迅速形成夹
击之势，张网以待。随后，田铺派出所派出
警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同时通知周河通往
湖北麻城的必经之路九里和陶冲两个村的
村干部组织人员迅速展开工作，沿路查找
正 在 逃 窜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 当 日 16 时 15
分，两名村干部首次发现了骑摩托车的犯
罪嫌疑人，其驾驶摩托车夺路而逃，村干部
立即向田铺派出所报告了犯罪嫌疑人逃跑
线路，并沿路骑摩托车继续查找。大约走
了两公里，两名村干部再次发现犯罪嫌疑
人，此时该人连人带车倒在一处水泥路弯
道附近，并且受伤。随后周河派出所民警
及时赶到，将该嫌疑人抓获，起获了被盗的
银元、玉镯等赃物以及起子、老虎钳等作案
工具。
3 月 31 日，犯罪嫌疑人徐某初步交代
了 3 月 29 日在周河乡柳铺村作案两起的犯
罪事实。

顺手牵羊盗手机
“天网”助力把贼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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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8 日，新县公安局视频监

新县警方赴江西九江抓获流窜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

控中心接城关派出所转警：4 月 18 日 6 时
许，一群众在城关潢河南路某网吧上网时
发现自己的一部苹果 5S 手机被人盗走。
接警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对案发现
场的勘查及案发时间段监控录像的调取，
发现报案人邻座的一名年轻男子趁其离开
的间隙，顺手牵羊将报案人放在电脑桌上
的手机装进了自己的衣兜。
民警通过核查，很快获取嫌疑人的身
份信息。但通过调查发现，嫌疑人是盗用
他人身份证上网。民警再次利用视频监控
系统，沿着嫌疑人离开网吧的轨迹循线追
查，静候嫌疑人自投罗网。4 月 20 日 8 时
许，监控员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该男
子正在使用其盗用的身份证在三桥附近一
家网吧上网。民警立即赶往该网吧，将打
游戏的嫌疑人当场抓获，查获被盗手机一
部。
经调查核实，嫌疑人王某对其在网吧
盗窃手机的事实供认不讳。

循踪追击破疑案
被盗花木被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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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公安局巧妙利用各种技战法，全
面开展破案攻坚战。4 月 14 日，新县公安
局通过循踪追击，成功破获两起盗窃树木
案，抓获嫌疑人一名，追回被盗紫荆树一
棵、天竺一棵。
2017 年 4 月 5 日，新县公安局视频监控
中心接到城关派出所转警称：新县将军路
大广花园对面别墅一住户家中价值 1.5 万
元的紫荆树被盗。接警后，视频监控员通
过视频循线追踪，发现可疑车辆，但盗窃行
为并不能清晰可见，因此不能断定该车就
是作案车辆。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视
频监控员立即对案件线索进行重新梳理，
并时刻关注该车动向。
4 月 13 日，嫌疑车辆再次进入监控画
面，视频监控员能清楚看见该车后备厢装
有花草树木等物，视频监控员随即迅速还
原作案轨迹，最终确定该车辆为作案车辆，
并经排查发现该车于 4 月 13 日 20 时许在
长潭二街附近再次实施盗窃。带班监控员
立即将该案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在县公
安局的指令下，由刑警大队民警对嫌疑人
实施抓捕行动。2017 年 4 月 14 日 11 时，民
警成功在嫌疑人家中将其抓获，追回被盗
紫荆树一棵、天竺一棵。
据了解，
“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
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
新县警方共抓获侵财犯罪嫌疑
人38名，
打掉盗窃团伙2个，
破获多起系列侵
财案件，
抓获网上逃犯11名（本地8名、
协外
3 名），
本地逃犯落网率 50%。侵财类案件发
案率同期下降26.1%，
破案率同比上升6.5%。
打击犯罪效能的提高和多发性侵财案
件的破获带来了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双
提升。新县人大选工委主任汪依情接受
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 现在走在新
县的大街小巷上心里感到踏实得很，非常
有安全感，女同志夜晚走在街上不用担心
身上带的包被抢被偷。”家住城关镇的王
先生向记者反映：
“ 他放在店里的手机和
现金被盗后，还没来得及报案，警察打来
电话说嫌疑人抓到了，正在核实店里被盗
的事，真没想到警察破案这么神速。
”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