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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公安局

打掉12人碰瓷敲诈
团伙

本报讯（通讯员 王勇 段顺鹏）
近日，淮阳县公安局刑警二中队经
过精心组织，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一
个以“碰瓷”为手段的敲诈勒索、诈
骗犯罪团伙，刑事拘留团伙成员 12
人，带破案件数十起，涉案金额十余
万元，查获作案车辆3部。今年9月
以来，该局陆续接到有货车司机报
警称自己在淮阳县西三环、106国道
北段被人碰瓷敲诈。警情发生后，
局党委高度重视，责令刑警大队迅
速成立专案组侦破此系列案件。刑
警大队成立以二中队为主力的专案
组抽调精兵强仔细梳理案件，对该
系列案件展开侦查工作。嫌疑人选
择碰瓷的地点多在偏僻的路段，利
用一辆轿车压在货车前面低速行
驶，突然急刹车后拐进小路，货车被
两名妇女拦停，声称货车碰着人了，
几个冒充亲戚去医院找货车司机敲
诈钱财。专案组民警对多起发案现
场进行侦查，通过对案发现场监控
视频调取、甄别、追踪后认定该案件
为同一伙人所为。摸清嫌疑人碰瓷
敲诈套路后，刑警二中队立即抽调
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进行专案研
判，根据货车司机手机偷拍视频大
胆进行人像比对，成功比对上嫌疑
人崔某等人。经过专案组民警不懈
努力通过视频追踪、案件串并梳理
汇总各类信息，准确锁定犯罪嫌疑
人团伙成员及作案车辆。专案组民
警通过车辆追踪获知犯罪嫌疑人再
次集结 106国道北白楼高架桥附近
伺机作案的信息，专案组民警迅速
兵分两路，一举将当天参与碰瓷的
崔某等 7 人全部抓获到案。随后，
专案组民警一鼓作气，陆续在淮阳、
商水、郑州等6人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等12人被
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表彰先进 重启征程
周口市召开公安机关党的十九大安保表彰暨“平安守护”动员部署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郁发顺 宋光/文图）11月
30日，周口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党的
十九大安保表彰暨“平安守护”动员部署会
议，隆重表彰在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全面部署全市公安
机关“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动员全市切实做
好岁末年初打防管控工作。周口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王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平首先肯定了全市广大公安民警在 d
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他指
出，党的十九大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公
安民警、辅警、武警消防官兵不畏困难、团结
一心、顽强拼搏、英勇奋战，用工作实绩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总要求，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确
保了全市平安，圆满实现了十九大安保工作

“五个严防、三个不发生、两个确保”的既定目
标。在全省公安机关综合评比考核中取得了
第5名的好成绩，被省公安厅表彰为全省公安
机关“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活动成绩
先进单位，用完美的工作成绩和实际行动诠
释了我们“忠诚奉献、党性血性、勇敢担当”的
周口公安精神。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增强了
全市公安机关争创全省一流业绩的自信，也

将成为周口公安向更高目标迈进的新起点。
自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8年 2月 28日，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该市将组织开展“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王平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提
高认识，高度重视，砸死责任，突出重点，加大

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重点场所、大型活动的
监管，加力推进“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
战，切实做好各项安全管理和“今冬明春火灾
防控”工作，坚决打赢“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这
场硬仗。

淮阳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长李
凤丽连夜深入到公安局精准扶贫联系
点刘振屯乡葛楼村开展扶贫工作，李凤
丽给其帮扶对象高兰英老人患有脑瘫
的儿媳妇张芝送去了轮椅。

近日，扶沟县公安局反恐科民警走近包
屯高中，为在校师生讲授个人安全防范知
识，传授应急避险技巧。增强了师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提高了自护自救、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通讯员 李龙喜摄影报道

网络诈骗一百多万元
银行存赃款被抓获

本报讯（通讯员 路素青）利用
非法网络骗取别人钱财以后，以为
神不知鬼不觉，还大大方方地来到
老家邮政储蓄银行办理业务的张
某，没想到办好业务十几分钟后便
掉进扶沟警方布下的网里。

11月 28日下午 4时，扶沟县金
海路派出所接到大情报反馈信息，
一涉嫌诈骗的全国网上逃犯张某
在县城关镇一邮政储蓄银行办理
业务，接到指令后，值班民警带领
辅警迅速赶往现场。到达邮政储
蓄银行以后，发现张某办理好业务
已经离开；经询问银行工作人员，
得知张某离开银行不足 5分钟，经
初步判断应该还没有走远。民警
当即立断，让银行工作人员迅速与
张某联系，称还有一项业务签单要
签字，需张某返回。在确认张某将
返回银行后，出警民警以最快速度
进行了安排部署，一举将折回头毫
无防备的张某抓获归案。

经进一步网上比对，张某，男，
1995年4月出生，扶沟县曹里乡人，
2016 年至今，其通过非法网络“郑
州零零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
嫌参与诈骗全国客户 200 多人，诈
骗金额一百多万元。张某对其涉
嫌网络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
被郑州市荥阳警方押解归案。

本报讯（通讯员牛天慧）今年以来，项
城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
关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打防并举、以打开路
的方针，忠诚履职，务实重干，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做好各项公安保
卫 工作，确保了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建设有序发展。

一是加强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打防刑事
犯罪。按照公安部、省厅、周口市局的统一部
署，先后深入开展了“三打击一整治”暨“打黑
恶反盗诈 破系列”攻坚战，严厉打击了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成功侦破一起省厅A级督办案
件、“3·04”绑架案等重特大案件，现行命案发
4破4,破获命案积案2起，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10余个，刑事拘留493人，批准逮捕362人，行
政拘留748人，抓捕各类网上逃犯137人。全
国两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党的十九大
期间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二是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夯实平安建设
根基。强力推进视频 监控 平台建设、运行，
高标准建设视频监控平台，技防设施 得到
显著提升。大力开展“一村一警”警务机制
建设，完善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大了社
会面巡逻防控，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暨巡逻
防控活动”，全警动员，全员上岗，分包路段
夜晚 巡逻执勤，特巡警在城区重点区域、重
点路段开展巡逻防控，每天执勤人员 60 余
人，并发动乡镇村组干部群众开展“我为大
家守一夜，大家为我守一月”义务巡逻、打更

放哨。共计投入警力 6350 多人次，车辆
2450 余台次，最大限度挤压了违法犯罪空
间，有效震慑了各类违法犯罪，进一步提升
了社会治安防控能力。

三是强化社会管理，全面加强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按照“迎接十九大，忠诚保
平安”总体部署，深入开展“五查五处”活动，
确保实现三个“不发生”工作目标。加大消防
执法的力度，共检查单位2780个，发现并督促
整改隐患6172处，临时查封责任单位44家，
责令“三停”单位42个，依法行政拘留16人，
行政警告45人；依法取缔黑加油站点34家，
行政拘留17人，打掉流动液化气站点10个，
行政拘留11人；加强重点单位安全检查，督促
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下达责令整改
内部单位 784家；加强对客货车辆的源头管
理，交警部门发送隐患整改抄告700余份，下
发整改通知书 18 份，约谈运输企业负责人
277次，跟踪落实整改交通安全隐患3次。

四是坚持从严治警，进一步加强公安队
伍建设。坚持抓思想政治建设，抓领导班子
建设，抓业务能力培训，抓履职能力提升 ，
抓公正廉洁执法——“五抓”并举，建设一支
理想信念坚定，具有高度凝聚力、公信力、战
斗力和执行力的公安队伍，让全体民警做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今年以来，发展正式党员 6名，预备党
员 6人，发展入党积极分子 16人，民警荣立
个人二等功 2人，个人三等功 10人，个人嘉
奖26人，进一步树立了项城公安良好形象。

让党的声音家喻户晓

本报讯 ( 通 讯 员 张淮东 任君
箫） 连日来，西华县迟营乡派出所
的民警们在辖区内走乡村、串农家、
进企业、到学校，与群众分享党的十
九大召开的激动和喜悦，和群众一
起讨论学习交流十九大精神，让党
的声音家喻户晓。

“虽然我们乡村距北京有段距
离，但我们在手机上，微信上天天能
看到、学到十九大给我们带来的实
惠政策，我们的心和党中央、习近平
总书记贴得很紧很近。”迟营乡孙庄
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孙占礼说起十
九大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11 月
21 日上午，迟营派出所的民警们不
顾侦破案件的疲劳，连继作战，在辖
区内边走访群众边宣讲十九大精
神。该所张所长说：“我们都是党员
干部，十九大精神就是党的声音，宣
传十九大精神更是我们的职责。作
为党员民警我一定做好十九大精神
的传播者、践行者，让十九大精神在
我们辖区农村落地生根。”

西华县迟营乡所处的位置离城
市远、信息相对闭塞。11 月 21 日，民
警开警车赶到徐桥行政村，结合走
访群众工作、调查案件等维护群众
的合法权益，保障辖区平安和群众
进行学习交流。

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张所长带领
民警们利用中午或者晚上，给村民
一道分享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感
悟。“能够让农民在‘平安迟营、幸福
家庭’的生活中年年收入有所增加，
我们民警就感觉到会有更多的事情
让我们在辖区内发挥自己的能力。
十九大报告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
障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在寻求农业
发展的新突破。这些实实在在的话
语，让我们感受到农民的生活将会
比蜜甜……”民警们七嘴八舌地说。

“作为一名党员民警，在辖区内
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我们要时时
处处以身作则、当好表率。不仅要
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宣讲好，更要
把十九大精神融入自身的本职工作
中，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队友履行
好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职责。用实际
行动让辖区群众感受党的政策的好
处和实惠。”派出所张所长自豪地
说。

真抓实干塑造项城公安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