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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不停歇

民警劝阻及时 群众避免损失
止损两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反诈中心值班民警接到预警
后，及时阻止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从而有效避免了群众的经济损
失。
原来，值班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其辖区文源街 70 岁的李女士疑似
正在接听冒充“公检法”的境外诈骗

电话，通话时长一个多小时，情况十
分紧急。民警争分夺秒拨打电话联
系李女士，并不停地向其手机发送
预警短信。同时，民警还联系上李
女士的丈夫田某，让其一起开展劝
阻工作。但是，李女士对电话内容
已深信不疑，坚持要转账给对方。
民警一边通过电话继续劝阻，一边

紧急驱车赶往其家中。当民警赶到
时，骗子正在催促李女士，让其转款
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民警一把抢
过电话呵斥对方。听到电话中民警
的责问，骗子赶紧挂断了电话。随
后，民警又帮助受害人卸载了诈骗
软件。由于民警的及时劝阻，李女
士成功止损两万余元。
（曲如彦）

止损 19.8 万元
本报讯 近日，滑县公安局老庙
派出所果断处置，成功劝阻一起冒
充“公检法”实施诈骗的警情，避免
了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原来，老庙派出所接到预警，
称辖区居民张先生正在遭受骗子
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行为。情况
紧急，值班民警争分夺秒与张先生

联系，并不停向其手机发送预警短
信，同时迅速驱车赶往张先生的住
址。到达张先生家后，民警发现，
原来是张先生的儿子正在使用张
先生的手机进行操作，并且已将银
行 卡 上 的 19.8 万 元 转 入 了 微 信
中。民警范康迪当场制止，但骗子
已将张先生手机上的微信支付进

行了更改，通过屏幕共享操作将自
己的银行卡绑定到了张先生的微
信上。民警当即与反诈中心联动，
及时终止该笔交易，同时对张先生
的被骗资金进行封控，迅速固定证
据，按照程序将该微信账户内的资
金进行返还，成功帮张先生止损。
（高坤）

层层深挖抓获俩嫌犯
本报讯“他说我涉嫌洗黑钱，
我越听越害怕，就按照他的要求一
步一步进行了操作，没想到竟然被
骗了……”前不久，家住滑县小铺
乡的李女士来到滑县公安局小铺
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遭遇“假
警察”诈骗。
原来，当天李女士接到自称某

检查不放松

近日，安阳市公安
局龙安分局通过夜巡
清查活动，不断强化社
会面治安管控，持续推
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走深走
实。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朱亚南
摄影报道

公安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告知
李女士在上海有违法护照，涉嫌洗
黑钱，并让李女士下载一款软件进
行查询，一下让李女士慌了神。对
方让李女士转账 1.1 万元，便可以
帮其澄清此事。来不及多想，李女
士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了转账，等
之后再联系对方询问结果时，却发

筑起全民反诈防线
本报讯 为了深入推进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持续营造
全民反诈、人人识诈的浓厚氛围，
近日，滑县公安局枣村派出所组织
民警走进辖区内的村庄和街道，通
过 悬 挂 横 幅 、发 放 反 电 诈 宣 传 资
料、现场咨询讲解等方式，大力开
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力
争从源头入手，减少电信诈骗犯罪
行为的发生。
在辖区宣防点，民警通过点对
点和面对面的方式向群众通报近
期发生在大家身边的诈骗案件，逐
一分析了各类诈骗的作案手法，讲
解“国家反诈中心”App 的安装方法
和步骤，提醒群众提高警惕，做到
不听不信、不转账、不上当，不断提
升群众防诈骗意识，帮助群众扎紧
守牢自己的“钱袋子”。同时，民警
还将线上宣传作为主要阵地，借助
各企事业单位、各村微信工作群，
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视频、防诈骗
常识和技巧等进行转发，共同筑起
“全民反诈”
坚强防线。 （李阳）

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接到报
案后，小铺派出所办案民警根据李
女士提供的线索层层深挖并深度
研判，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及其藏身
之处。办案民警迅速出击，经过连
续 15 天的摸排走访和伏击守候，一
举将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归案。
（苗琪）
近日，安阳市
公安局龙安分局民
警深入辖区宾馆，
就
“四实”
登记及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检查。河南
法制报记者 朱广
亚 通讯员 朱亚南
摄影报道

为提高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安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来到北大新世
纪实验学校门口，向老人和儿童讲
解交通安全常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路妍 摄影报道

打掉一洗钱犯罪团伙
辗转多地逮住“偷羊贼”
本报讯 近日，滑县公安局老店
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齐先生报警，
称自己家中的两只山羊被盗，价值
2500 余元。该羊是齐先生购买的种
羊，主要用于配种繁殖，是家庭的主
要收入来源。
接到报警后，老店派出所迅速
组织展开调查。经过现场勘查，办
案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先是将羊从
圈内牵出，步行一段距离后将羊转
移到车上离开。民警分析研判了犯
罪嫌疑人可能逃窜的路线，调取视
频资料，最终找到嫌疑车辆。同时，
民警在案发地及周边村落进行实地
勘验、走访和地毯式排查。经过反
复对比研判，办案民警、辅警兵分多
路，一路辗转多个乡镇和地市，最终
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
最终，在民警的布控等待中，犯
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经讯问，犯
罪嫌疑人于某对自己盗窃山羊的行
为供认不讳。令办案民警意想不到
的是，于某今年 7 月刚刚刑满释放
出狱，便再次“重操旧业”
。
（刘清伟）

本报讯 近日，滑县公安局赵营
派出所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中，根据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深挖
细查，成功打掉一个洗钱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
今年 8 月中旬，赵营派出所接到
刘某报警，
称其在滑县赵营镇务工，
工
作之余在手机上的一个聊天软件上被
骗人民币一万多元。办案民警接到报
案后，
第一时间呈报启动止付程序，
并
请求相关警种给予帮助。通过分析研
判，
根据资金流向，
办案民警成功锁定
陕西省咸阳市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赵营派出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
调精兵强将，
由副所长闫威、
郑宝全带
队驱车前往抓捕。专案组历时 8 天，
辗转陕西两市五地，行程 2000 多公
里，成功将以郭某、赵某为首，盘踞陕
西、
辐射全国，
以务工人员为对象的电
信网络诈骗团伙 7 人抓获，追回赃款
6000 余元。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闫威）

夜巡期间侦破盗窃案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公安局殷
都分局都里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
逻期间，只因“多看了一眼”，便将
两名盗窃犯罪嫌疑人抓获。
9 月 19 日凌晨 2 时，都里派出
所副所长高永亮带领民警郭佳等
人巡逻至某村口时，看到一辆轿车
行驶过来。出于职业的敏感性，高
永亮扫了一眼该轿车，轿车司机立
即将开着的车窗关上，高永亮同时
发现该轿车尾部压得很低，后备厢
似乎装了很重的东西。
种种可疑迹象在高永亮脑海
中形成链条，他迅速作出判断，该
轿车可能正在运输赃物。将轿车
截停后，民警检查发现该车后备厢
里装满了铁管，铁管上有剪断的痕
迹。问起铁管来源，两名嫌疑人支
支吾吾、眼神躲避。经审讯，二人
交代了在都里镇某公司料场盗窃
价值 10 余万元物资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
取刑事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曲如彦）

近日，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
民警深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活动，提升辖区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冯永华 摄影报道

近日，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
水冶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街心广
场等人流聚集地开展反诈宣传，助
力群众守护好
“钱袋子”
。
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曲如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