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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1 日起，全省公安机
关开展了为期 16 天的 2019 年“雷霆 1
号”扫黑除恶行动，共打掉涉黑犯罪团
伙 5 个、涉恶犯罪团伙 27 个，抓获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 227 人，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 479 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1.53亿元。

“雷霆 2 号”追逃行动中，全省共抓
获在逃人员 2534 名，抓获故意杀人等 8
类严重暴力犯罪在逃人员 383 名，其中
5 名在逃人员已潜逃 10 年以上，通过抓
获命案逃犯破获命案积案 5起。

为期 40 天的“雷霆 3 号”“雷霆 7
号”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158 个，
刑拘嫌疑人员 1324 人，破获各类电信
诈骗刑事案件 8273 起，冻结、查扣涉案
赃款 1.25亿元。

“伪造国家机关任命书、承诺三个
月返回本钱、虚构国网项目、全国设立
4100 余处课堂……”5 月 6 日，永城市公
安局对外公布，成功破获一起民族资产
解冻类特大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案。针对高发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
犯罪，河南警方“雷霆 5 号”重拳出击，
全省共抓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
嫌疑人 524 人，抓获各层级代理人 452
人，查明参与人员 90 余万人，涉案资金
3.7亿元。

“雷霆 6 号”聚焦打击网络贩枪，抓
获涉枪犯罪嫌疑人 155 人，刑事拘留
133 名，行政拘留 22 名，收缴以火药为
动力枪支 110 支，气枪 126 支，子弹 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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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当尉氏县居民杨华（化名）接到民警通知，自己被骗的11.4
万元现金已被追回时，激动得连道谢声都止不住颤抖。为了这一天，尉氏
警方苦战了3个月，直至该案15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

这是河南警方“雷霆行动”的一个缩影。6月3日至6月23日，河南公
安机关集中开展了“雷霆15号”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共打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28个，刑拘嫌疑人员168人，破获各类电信诈骗刑
事案件220起，查扣涉案赃款300余万元。

扫黑除恶、打击涉枪涉爆犯罪、打击电信诈骗……这两年，中原大地
“雷霆”不断。河南公安机关按照“1+3+5”高质量公安建设布局，树牢打击
犯罪的主业理念，以“雷霆行动”为载体，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各项打击犯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8年4月12日，副省长、省公安厅
厅长舒庆亲自发布“雷霆1号”扫黑除恶
指令，拉开全省“雷霆行动”的序幕。

之后，河南警方接连发起 8 起“雷
霆”反诈集群战役，破案 7000余起，刑拘
犯罪嫌疑人 3000 余名，先后 4 次分别赴
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开展境外打击，是
全国出境打击最多的省份之一。

河南警方先后对 22 起涉枪涉爆案
件进行挂牌督办，集中部署以打击枪爆
违法犯罪为主题的“雷霆 2 号”和“雷霆
16 号”行动，共破获非法制造、买卖、持
有、私藏枪支弹药案件 496 起，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品案件 114
起；收缴各类枪支 4627 支、子弹 29.9 万
余发、炸药13.2万余公斤、雷管30.8万余
枚、剧毒化学品 2.8 万余公斤、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37.4万余公斤。

2018年6月1日，为期3个月的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雷霆8号”行动在全省打
响，河南警方通过强化大要案侦查、强化
禁毒堵截源流、强化禁毒重点整治、排查
发现吸毒人员、加强吸毒人员收戒收治、
严格落实吸毒人员管控措施 6 记组合
拳，进一步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2018
年，从“雷霆1号”到“雷霆36号”，河南公
安机关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形成对
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
击盗掘古文化遗址犯罪行为，盗掘破坏
安阳殷墟的26起案件全部告破；严厉打
击非法盗采河砂犯罪，打掉河道非法采
砂犯罪团伙 33 个……河南警方在多个
战场高歌猛进，全面提升打击质量和效
能，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8078 人，破获
刑事案件2.4万起，有力地维护了全省社
会治安大局稳定。

在 2018 年河南全省公众安全感调
查中，全省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同
比提升2.09和1.6个百分点。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
显示，河南省万人犯罪率为 7.99，显著
低于全国的 8.82，社会治安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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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再创新高

“雷霆”重拳

回应群众关切打出
声威实效

“雷霆”再发力 发，铅弹 28223发，枪支零件 250件。
今年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河

南警方组织全省 50名“反扒能手”齐聚洛
阳，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雷霆 8 号”反
扒行动，对扒窃犯罪进行集中打击，共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9 名，破获刑事案件
45起、行政案件两起，破案数创反扒行动
新高。

“雷霆 11 号”集中扫黑除恶行动共打
掉涉黑涉恶团伙99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
嫌疑人 1051 人，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1456
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9亿元。

打开广播，收听节目突然被无故干
扰，“名医”“神药”轮番轰炸；划开手机，
莫名收到多条验证码，点进去一看，支付
宝的钱已被转走……河南警方“雷霆 12
号”针对“黑广播”等诈骗犯罪进行严厉
打击，刑拘嫌疑人 1141 名，冻结、查扣涉
案赃款 2.88 亿元，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团伙 79 个，刑拘犯罪嫌疑人 1141 人，
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 1415
起，冻结、查扣涉案赃款 2.88 亿元、车辆
42部。

“喂，你好，这里是某某公安局，我们
发现您涉嫌犯罪……”针对目前全省高
发的冒充公检法、兼职刷单、贷款办卡、
冒充军人、冒充熟人领导等类型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河南警方反诈再出重拳，

“雷霆 15号”专项行动破获各类电信诈骗
刑事案件 220起。

……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河南公安机关还将继续以‘雷霆行动’为
载体，进一步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打击力度，以学校、街道、村镇为主要
对象，进一步加大电信诈骗的宣传力度，
与有关部门合作，进一步加大电信诈骗
的技术反制力度，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庆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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