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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

“打防管治”齐发力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智明 通讯员 张志辉）
“现在
大街上打架闹事的少了，我们感
到更安全了。”近日，群众一句句
发自肺腑的评价和感受，充分彰
显了红旗警方连日来深入开展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取得
的显著成效。
“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
新乡市
公安局红旗分局紧盯夏季治安形
势特点，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全警动员、周密部署，
“ 打防
管治”齐发力，通过严打严防现行
突出犯罪，
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
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以实际行

动向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工作中，
该分局始终坚持以打
开路、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除恶务
尽原则，
组织警力对公共场所突出
违法犯罪进行全面打击治理，
深挖
彻查幕后黑恶势力及“保护伞”
，
震
慑了违法犯罪。
在严打的同时，该分局不断
加大治安防范力度，在不间断开
展武装巡逻防范的基础上，积极
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汇聚全
区之力，开展由公安牵头，各乡镇
（街 道）、城 管 、消 防 等 多 部 门 联
合，全领域参与的集中整治，发动
社会力量，开展“红袖标”
“平安守

反诈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三零”创建
活动深入开展，
全面提升广大在校师生识
骗、
防骗能力，
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
案态势，
近日，
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采取多
项措施深入校园开展反诈宣传，
取得扎实成效。
结合新生入学期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
案特点，红旗警方及时组织民警深入校园，向新
生和家长发放反诈宣传资料，讲解常见诈骗案
件类型和特点，同时利用学生晚上课余时间，在
学校操场为师生集中授课，为广大师生提升防
骗意识“补课充电”。此外，该分局还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引导广大在校师生下载“国家
反诈中心”App，关注“金钟罩”防诈骗平台，开
展电信诈骗和涉“两卡”违法犯罪防范宣传
教育，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目前，
红旗分局在活动中累计发放反
诈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受教育人员达
6000 余人，
广大在校师生的识骗防
骗意识明显提高。（张志辉）

三轮车找到了
本报讯 近日，在深入开展“百
日行动”和“三零”创建过程中，新
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小店派出所
克服重重困难，帮助村民找回丢失
的三轮车。
不 久 前 ，小 店 派 出 所 接 后 马
屯村村民报警求助，称其停在地
头的三轮车不见了。接警后，辅
警卢长涛、赵磊、张清涛迅速赶赴
现场处置。
报警人老李系后马屯村村
民，今年 80 岁，他早上从家骑着一
辆三轮车到田里干活，中午准备
回家时发现三轮车不见了。这辆
三轮车虽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
但对老李来说，是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帮手”。
初步了解情况后，卢长涛等迅
速沿着老人早上出行的路线进行
查找。午后时分天气十分炎热，卢
长涛等人的脸被晒得通红，胳膊等
身体裸露部位被玉米叶划伤，衣服
也很快被汗水浸透。但 3 名辅警
始终没有放弃。经过不懈努力，3
人终于在距离地头 300 米远的树
林里找到了丢失的三轮车。
看到失而复得的三轮车，老人
对民警连连道谢。
（张志辉）

护”以及街面商铺“十户联防”行
动等，全方位打压各类违法犯罪，
化解各类安全隐患。
该分局以深入推进
“一村一警”
和
“三零”
创建为契机，
不断夯实
“3+
N”网格化管理责任，组织广大民
警、辅警和网格长、网格员，
向群众
广泛宣传各类安全防范知识，
不断
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该分
局累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568 人，捣毁黄赌窝点 29 处，抓获
网上在逃人员 25 人，发现整改各
类安全隐患 896 处，全区新发刑事
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

打击违法犯罪不手软
本报讯 不久前，根据相关部署，新乡市公安局
红旗分局联合各乡镇（街道）、城管、消防、市场管理
等部门，统筹民兵、
“斑马救援”等社会治安巡防力
量，在全区范围内启动第三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
中行动，
向各类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
行动期间，红旗警方组织力量深入辖区各主次
干道、社区、村庄等区域和人员聚集区域开展巡逻
防范，在夜市摊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治安服务台
等，屯警街头，最大限度打击震慑各类违法犯罪，压
缩违法犯罪分子活动空间；同时，组织优势警力对
容易藏污纳垢、滋生违法犯罪的重点娱乐服务场所
开展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清查整治，及时查处一
批违法犯罪案件，消除一批潜在安全隐患。此外，
民警辅警还将利用夜间群众集中纳凉避暑的有利
时机，零距离向群众宣讲各种安全防范知识，进一
步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赢得
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张志辉）

“原本都不抱什么
希望了，没想到你们
这么快就帮忙找
了 回 来 ，真 是 太
感谢了！”近日，
群众孟女士将
两面锦旗送到新
乡市公安局红旗
分局向阳派出
所，对民警助其找
回丢失财物表示
感谢。 张志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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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养老诈骗案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
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中成功破获一起“代办养老保险”
诈骗案。
9 月，经营一家服装店的王大妈由于种
种原因，没能在退休之前缴纳养老保险。正
当她为退休之后的生计发愁时，一名经常闲
逛其服装店的老顾客尤某告诉她，可以帮忙
代为办理养老保险。不久，尤某多次以帮忙
调取档案、补缴保险、缴纳滞纳金等为由，向
王大妈索要现金累计 12 万余元。王大妈发
觉上当受骗后慌忙报案。
接报后，该分局刑侦大队迅速行动，对
案件展开调查，并将犯罪嫌疑人尤某成功抓
获。经审讯，尤某对其以代办养老保险为由
骗取钱财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告知王大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
事宜应到正规部门咨询了解政策，并依法依
规办理，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不符合政策法规
的情况，应慎重对待，切莫抱着投机取巧的
侥幸心理，不要轻信他人的蛊惑去“找关系”
“走后门”
，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张志辉）

巡逻中抓获在逃人员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
渠东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核酸检测采样点开
展巡逻防范时，成功将一名山西警方上网通
缉的网上在逃人员抓获归案。
当日，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渠东派出
所所长许海滨、副所长万拾华在一核酸检测
采样点附近巡逻时，有群众报警称，一名男
子在核酸检测采样时一直东张西望，神情慌
张，形迹十分可疑。许海滨、万拾华迅速赶
赴现场进行查找，但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却发
现该男子已离开。
经调取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资料，民警
发现，一名上身着深色 T 恤，下身穿深色短
裤的男子形迹十分可疑。随后，许海滨、万
拾华一边调阅视频资料查找该男子去向，一
边沿途进行追击，追至化工路时，发现该男
子踪迹。经盘查，该男子名叫王某，现年 24
岁，此前因涉嫌治安管理犯罪被山西临汾警
方上网通缉。
目前，王某已被移交山西临汾警方作进
一步处理。
（张志辉）

潜逃 5 年终落网

小女孩回家了
本报讯“有你们日夜守护，
我们感到很安全，谢谢你们！”近
日，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洪门
派出所民警在治安服务台执勤
时救助了一名迷路的小女孩，小
女孩回家后，她的母亲专门打来
电话向民警表达感激之情。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新乡
市公安局红旗分局在群众聚集
场所设置了 7 个治安服务台，持
续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
不久前，
洪门派出所民警在治
安服务台执勤时接到群众报警，
称一名小女孩正在路边哭泣。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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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民警迅速前往现场，
为防止女孩
受到惊吓，
民警小心翼翼靠近并询
问情况。原来，
女孩跟爷爷奶奶出
来玩耍，结果一不留神和家人走
散，
好在她记得爷爷的电话号码，
民警立即将电话拨了过去。因为
突然找不到孙女，
孩子的爷爷正急
得团团转，
从民警嘴里得知孙女安
然无恙，
这才放下心来。
在等待女孩爷爷来接的这
段时间里，民警专门买来矿泉水
等 ，悉 心 照 顾 女 孩 。 看 到 小 孙
女，
老人不住地向民警道谢。
（张志辉）

本报讯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
向阳派出所民警在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第三次集中清理清查行动中，成
功抓获一名由陕西警方上网通缉长达 5 年之
久的四川籍在逃人员。
9 月 10 日晚，向阳派出所副所长靳鹏在
带队对辖区双营新村一家棋牌室进行查处时
发现，其中一名操本地口音的涉赌男子形迹
十分可疑。为进一步查清该男子真实身份，
靳鹏一边通过走访调查了解相关情况，一边
通过警务综合平台对该男子信息进行核实。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靳鹏最终成功
确定该男子身份：胡某，现年 40 岁，四川武胜
县人。胡某伙同他人在陕西疯狂盗窃摩托车
23 辆，涉案总价值高达 13 万余元，2017 年被
陕西警方上网追逃。
5 年来，为逃避警方抓捕，胡某隐瞒真实
身份，乔装打扮，对眉毛进行了整修，并苦练
了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目前，胡某已被向阳派出所移交至陕
西警方。
（张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