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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警方
成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本报讯（通讯员 牛天慧）近日，项城市
公安局南顿派出所经缜密侦查，成功将涉
嫌网上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11 月 9 日，该所民警经过侦查发现，其
辖区的网上在逃人员李某在市区工业路附
近活动。随后，该所所长郭玉印决定带领
民警伺机抓捕。经过一天的细致摸排，晚
上8时许，郭玉印等人终于在一网吧内将李
某成功抓获。

经查：今年 6月 23日，犯罪嫌疑人李某
以装修淘宝店为由诈骗受害人谭某数千元，
7 月 18 日被重庆市涪陵区警方列为网上逃
犯。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被临时羁押于项
城市看守所，此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淮阳警方
抓获一名流窜盗窃犯

本报讯（通讯员 段顺鹏）近日，淮阳县
公安局西关派出所通过视频侦查，快速锁
定一名嫌疑人，并迅速出击，抓获流窜作案
多起的盗窃嫌疑人赵某。

10 月 20 日上午，淮阳县西关翰林院楼
下某宠物店内，放在服务台上的4部智能手
机被盗。接到报案后，该所指导员毛连见
带领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展相关侦查工
作。经过细致排查，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和

“天网”视频信息，成功锁定一名年轻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该嫌疑人男子作案后打
出租车离开了现场，向周口方向逃窜。由
于车流量巨大，视频追踪难度大，该所所长
杨兵安排民警从嫌疑人进入案发现场作案
前的视频开展追踪。后经过大量视频追踪
和分析研判，民警果然成功找到了嫌疑人
的落脚点在西关某旅社。

当办案民警赶到该小旅社时，嫌疑人
已经离开。办案民警通过不懈努力，准确
锁定犯罪嫌疑人为赵某。11 月 11 日,得到
犯罪嫌疑人赵某出现在许昌的线索后，毛
连见带领民警迅速赶往许昌，成功将嫌疑
人赵某抓获，并当场从其身上缴获被盗手
机一部。

经讯问，赵某交代自今年7月份以来多
次在周口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事实，同时
供述其盗窃得来的手机大部分都卖给商水
一男子司某，办案民警连续作战，迅速将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司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司某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换个身份去住宿
难逃法网终被抓

本报讯（通讯员 胡永杰）家住郑州市的
理某，因涉嫌诈骗数额高达 100 万元，被公
安机关上网追逃。理某为了掩人耳目，多
次利用他人身份证进行伪装，心存侥幸的
他来到西华县公安局聂堆派出所辖区，继
续利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住宿，被机智的民
警抓了个正着。

11 月 9 日上午，该所根据掌握的情况，
得知逃犯理某已经潜入该所辖区并入住酒
店。当民警赶到酒店时，理某已经退房离
开不知去向。经初步查明，网上在逃人员
理某用其朋友晋某的身份证登记入住，这
次在退房时错拿自己的身份证办理的退房
手续。为了不打草惊蛇，该所指导员贾辉
带队进行侦查，经查询旅客登记本，与值班
服务员进行照片比对，确认近期用晋某的
身份证登记入住该酒店的人员确为网上逃
犯理某。理某有可能再次回来登记入住，
贾辉决定“守株待兔”，等待理某再次出
现。功夫不负有心人，次日23时许，理某再
次来到该酒店入住，经确认无误后，贾辉带
领民警成功将理某抓获。经讯问，理某对
其诈骗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理某被羁押于西华
县看守所，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11 月 10 日至 14 日，西华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对辖区
内物流快递行业进行了一次安
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该所共检查物流

快递业23家，整改消防隐患4处，
发放快递物流业宣传资料 40 余
份，确保了辖区快递物流业健康
快速发展。

通讯员胡永杰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胡永杰/文图）11 月
9日，西华县公安局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并重温入党誓词。
该局全体党委成员、各室队所负责人参
加会议，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宗锋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开始后，张宗锋带领大家首先传
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提纲》，该局党
委各委员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分别发言，谈
了对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认识和体
会。随后，在张宗锋的带领下，全体参会
人员面对党旗、高举右臂，共同重温了入
党誓词。张宗锋要求，全体公安民警要牢
记誓词，将誓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对
党宣誓看作对党保证、对党承诺，坚定不
移，初心不改，终生不渝。

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公安事业新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段顺鹏）淮阳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户政中队全面贯彻落实
惠民政策，全力提升窗口服务形象，打
造服务型窗口品牌，为广大群众提供高
效优质服务。

近日，刘振屯乡老人周某给该中队
送来锦旗，感谢该中队为其解决户口迁
移问题。 据了解，周某老家在刘振屯
乡，但由于家境贫寒，在出生时就被父
母送给了太康县的亲戚家抚养，一直在
太康生活了几十年，并且结婚生子，养
父母过世后周某就想回到刘振屯乡生
活。但由于不符合当时的迁移政策，户
口一直未迁移。该中队中队长豆书玲

本着服务群众的原则，带领户籍民警在
详细调查核实后，为周某办理了户口迁
移。当老人手拿着新打印出的户口簿
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重复着感激
的话：“感谢公安局的好民警让我圆了
叶落归根的梦想。”周某只是该中队民
警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一角。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局治安大队
户政窗口和各派出所户籍窗口共办理
居民身份证 66759个，临时身份证 7125
个，办理各项变更更正 1372个，解决无
户口人员 149 人，办理出生登记 10874
个，准迁证888个。

擦亮户政窗口
为民服务暖心

本报讯（通讯员 胡永杰）按照西华
县关于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和群防群治
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昆山办事处与西
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率先在辖区组
建了义务夜间巡逻队。

11 月 13 日晚上，昆山办事处纪检
书记艾峰、城关派出所所长宋中良深入
昆山办事处检查巡逻队组建工作情况，
看望慰问巡逻队员，并对辖区推进群防
群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昆山办事处
与城关派出所在辖区率先组建 7 支义
务夜间巡逻队，是辖区平安建设、群防
群治的重要有生力量，也是在当前形
势下弥补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的有
效途径。巡逻队组建后，关键要在发

挥作用上下功夫。一是要统一培训。
由派出所负责，对巡逻队员进行业务
培训。二是要统一装备。为巡逻队员
配备配齐装备，统一佩戴治安巡逻“红
袖章”。三是要统一管理。由办事处
和派出所制定巡逻队管理制度、巡逻
制度等，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在民
警的带领下进行。

开展群防群治、综合治理，巡逻防
控触角要覆盖城区重点部位、主要街
道、易发案区域，与巡警大队、派出所巡
逻相互策应，形成遍布整个城区的“网
格化、立体式”巡防体系，确保辖区“发
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提
升群众安全感。

65岁老人迷路
民警送她回家

本报讯（通讯员 齐涛 君箫） 11 月
15日凌晨 1时许，西华县公安局址坊派
出所民警李豪杰，带领队友梁冰辉，张
艺龙巡逻至辖区叶桥村时，发现一名老
人抱着被子来回转，不像本地人。经上
前询问并耐心引导后，老人断断续续地
告诉民警，他姓吴，是址坊吴店村人，65
岁了，家里人在地里浇水，他不放心，就
专门去送被子，因为天太黑，一不小心
就迷路了。民警在问明老人家里详细
位置并核实后，立即将老人送回吴店
村家中。老人的家属告知民警，老人
前几年得过脑血栓，所以有点迷糊，但
勤劳了一辈子，闲不下来，总想干点
活。民警告诫其家属要对老人负责，
要照顾好老人并要做好看护工作，避
免出现走失，摔倒等突发事件，其家属
保证今后一定会照顾好老人，并对民
警热心负责表示感谢。

群众粗心丢钱包
民警热心帮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 王勇 段顺鹏)为提
升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淮阳公安局曹河乡
派出所民警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实际
行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近日，该所成功
帮助群众找回了丢失的 1 万元现金，及
时挽回了群众的经济损失，群众送锦旗
致谢，彰显警民情深，受到了辖区群众
的一致好评。

11 月 9 日 9 时 45 分，淮阳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王某放置车上的1万
元现金，在曹河乡侯家铺街上吃完饭后
发现丢失。警情就是命令，淮阳县公安
局曹河乡派出所副所长曾庆立立即带
领民警张松赶到事发现场。经了解，报
警人王某一行 4 人驾车从新乡回家，行
驶至曹河乡侯家铺街上时下车吃早点，
离开时发现在外务工挣的1万元工资不
见了。王某情绪非常激动，了解情况
后，民警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对现场及
车辆进行了勘验检查，并调取事发周边
监控视频，筛选排查可疑人员。通过对
沿街视频和天网视频追踪排除了现金
被盗窃嫌疑，视频显示是报警人王某下
车时不慎将钱包遗落在公路上，后被一
路过群众捡拾。因侯家铺街处于淮西
路上，人流车流量都比较大，捡拾现金
的群众去向不明，查找难度比较大。

面对报警人焦急的神情，民警通过
4 个小时的现场走访，最终查找并联系
上了拾获群众，经确认，王某丢失的一
万元现金又完整的回到王某手中。

1 万元工资失而复得，王某激动地
握住民警的手连声致谢：“谢谢你们 ，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现场，该所民警
提醒在场群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随
身物品，切莫疏忽大意。

率先成立义务夜间巡逻队

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