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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民警
救出被困 5 岁男孩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姚文武）日前，方城县券桥镇一名 5 岁儿童因淘气被卡在 30
厘米宽的墙缝中。方城县公安局券桥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后，
快速行动，与消防队员共同将男孩成功救出。
2 月 15 日 9 时许，券桥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报警人王某称自己 5
岁的儿子因淘气被卡在 30 厘米宽的墙缝中。警情就是命令，券桥派出所值
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到达现场后，民警看到由于墙缝过窄，孩子
被卡在中间不能动弹，哭闹不止，情况十分危急。民警一边查看现场情况，一
边与被困男孩父亲一起安抚男孩，避免其因恐惧而乱动造成更大伤害。男孩
在民警及家人的安抚下，平复了情绪，不再挣扎哭闹，积极配合营救人员。最
后在 119、120 出警人员共同努力下，一个半小时后，男孩被成功救出。经检
查，男孩身体无大碍。男孩的家人对参加营救的人员，不停地表达着感激之
情。民警对男孩家长进行了嘱咐教育，叮嘱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孩子的
安全马虎不得，一旦发生意外，将后悔莫及。
方城公安提醒：寒假期间，孩子安全不能“放假”。家长平
时要对孩子多一些安全看护，不让孩子到有安全隐患的
地方玩耍，防止意外的发生；孩子万一发生被困的
情况，千万不要使用蛮力解救，一定要第
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月 18 日是
春节后的首个工作
日，邓州市法院干
警准时到达工作岗
位，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中。郭
琨 张中梅 吴钦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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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公安
多措并举强化治安防控
本报南阳讯“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镇平县公安局杨营派出
所按照县公安局党委安排部署，针对
春节期间治安特点，多措并举，强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力压缩犯罪空
间，
着力提升治安防范水平。
强化巡逻力度，科学安排警力。
该所在辖区主要道路、重点单位等加
大警力投放，开展巡逻防范；加大严
打整治力度，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制定措施，严厉打击，最大限度压
低发案率，
维护社会稳定。
该所加强场所管理力度，着重加
强对场所内部的经营秩序的管理，规
范场所经营秩序，加大对行业场所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力度，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

纷，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
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夯实重点
单位安全防范措施，对政府机关、企
事业等重点单位、重点部位，不间断
地开展突击性安全大检查，切实加强
对重点单位、重要设施、要害部位治
安保卫工作的指导，有效维护了单位
内部的安全稳定。
该所加大防范宣传力度，通过组
织民警入户走访的形式，向群众通报
辖区治安状况、普及冬季安全用火和
用电常识；同时组织民警以宣讲典型
案例的普法方式，向辖区群众传授预
防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措施，切实增
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提高
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王小平）

南阳公安
用心用情守护平安
内乡民警
为七旬老人补办身份证

▶ 日 前 ，南 阳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
织干警开展元宵节
前专项检查行动，
确保节日期间消防
安全。
安全
。刘迎昊 方建
峰 摄影报道

卧龙区民警
抓获两名洗钱嫌疑人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
震 通讯员 贾耀河）南阳市一女孩想在网上兼职轻松赚钱，
却没想到掉入了网络赌博的深渊，结果只挣了 30 多元的“佣
金”
，却损失了 1.6 万余元的本金。
2020 年 11 月份，女孩丽丽（化名）在家刷抖音消磨时间时，忽然看到
了一则兼职广告，想轻松挣钱的她点击了链接，下载了一款软件。她按照
软件客服的要求，
用支付宝扫码支付了 30 元做一单任务后，
对方立刻发给了
她一个
“腾讯企业 QQ 流畅版.APK”
软件，
让她下载登录领取佣金。登录后，
她
发现页面显示为“幸运彩票”，她按照客服指示果然在该 App 里提取了 36 元的
“佣金”
。当她第三单获取佣金 260 元准备提现时，
该软件页面却提示密码错误，
账户冻结。此时，
对方告诉她需要在
“幸运彩票”
投注双倍账户余额才能解冻，
于是她按照对方提示，先后投入 520 元、1040 元……当她投入 8320 元也始终
无法提现时，
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于是报警。
接警后，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侦查，通过研判分
析，民警发现资金最终流向了境外的网络平台，湖南籍的张某涉嫌
参与此案洗钱。随后，民警成功将张某及其上线王某抓获归
案。到案后的两人对自己为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洗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涉案嫌疑人张某、王某均被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中。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韩建国 通讯员 曾
照云）春节期间，为让辖区群众过上
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内乡县公安
局桃溪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始终
坚守岗位，主动作为，为辖区群众排
忧解难。其间，派出所民警为一位
七旬老人预约办理身份证的事情获
得了辖区群众的赞赏。
2 月 14 日，大年初三，在家家都
在走亲访友时，家住内乡县桃溪镇
黑山村的年逾七旬的张大爷却遇到
了一件烦心事。过年期间，张大爷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他
翻箱倒柜地找，
却咋也找不到。
次日一大早，张大爷不顾家人
劝阻，执意骑着三轮车赶了十几里
路来到桃溪派出所。到派出所门口
后，张大爷却犹豫了起来，没有进
去。当天带班的派出所指导员杜玉
磊看到往所里张望的张大爷，便立
刻走到门口，热情地跟张大爷打招
呼。经过一番询问，杜玉磊得知，张
大爷的身份证不慎丢失，他担心会
被坏人捡取干坏事，就着急想来补
办一张。
听了大爷的讲述，杜玉磊一边
将张大爷带到户籍室，一边安慰他
说：
“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春节
期间户籍室开辟了绿色通道。”杜玉
磊随即联系了户籍民警，顺利为张
大爷补办了身份证。为了在拿到证
件前方便张大爷日常使用，民警又
为张大爷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
拿到临时身份证的张大爷激动不
已，对民警说：
“感谢你们，我今晚总
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

社旗民警
3 小时破获盗窃案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东
晓）2 月 11 日，除夕，社旗县朱集镇一
起盗窃案成功告破的消息传开，社
旗县公安局朱集派出所内一片欢呼
声。快速破获一起盗窃案件，对于
该所民警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新年
礼物。
2 月 11 日 8 时许，社旗县朱集镇
居民王先生报警称，自己仓库内存
放的钢管、扣件、顶丝等大量建筑配
件丢失，
价值近万元。
接警后，该所民警张跃昌立即
带领值班人员赶赴案发地进行调
查。通过现场勘查分析，民警判断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翻墙进入院内实
施盗窃的。民警根据现场信息研
判，认为这么多建筑配件在短时间内
不好变卖，
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
同村人员。办案民警兵分两路，
在情
报、
网安等警种的协作下开展侦查工
作，
寻找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功夫不
负有心人，当天 11 时，民警走访至王
某某家时，
发现院子里有大量的建筑
配件，
疑似被盗物品。民警随即将王
某某带至办案中心讯问。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如
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王
某某在发现该仓库无人看管后，在
20 余天内先后多次翻墙入院实施盗
窃，
被盗的物品都存放在自己家中。
从王先生发现被盗报警，到民
警侦破案件找回丢失物品，前后只
用了 3 个小时。看着失而复得的物
品，
王先生拉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已被
社旗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