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彩
洛检人

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洛阳市人民检察院 事迹展播⑧

谦虚严谨，务实担当，是梁利超给人
最深刻的印象。

2006年，梁利超在洛阳市洛龙区检察
院工作时，顶住压力，办理了孙某等人、王
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龙门西
山盗墓案”等重大敏感案件，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因工作成绩突出，2013 年，梁利超被
调至洛阳市检察院工作。执着的他曾历
时近 3年时间追诉一名毒贩，并被法院判
处无期徒刑。在从事未检工作后，他先

后起草了一系列规范性指导文件，指导
基层检察院办理案件、探索创新工作机
制、打造品牌亮点，带领团队创建了洛阳
未检“洛小未”品牌，推动县区检察院建
立“牡丹心语”“小岩姐姐”等未检品牌，
并组织编撰了“洛小未”法治教育护航成
长手册系列丛书，填补了市检察院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宣传资料的空白。

在全省第二届未检业务竞赛中，他
组织培训的参赛选手，两人被评为未检
业务标兵，一人被评为未检业务能手，一

人荣获未检业务能手提名奖的称号。
2019 年 3 月，梁利超撰写了洛阳版“一号
检察建议”的检察建议书，由洛阳市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志军向市教育局
公开送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年来，洛阳未检工作实现了从弱
到强，从单一办案到建立社会支持体系
的转变，已成为洛阳检察的一张名片。这
一系列的精彩蝶变蕴含了梁利超的辛勤
付出。梁利超说，我愿以钉钉子精神，努
力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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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马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民
警、辅警中采取“岗前学党史”“党员干部
带领学”，将天天读党史和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小课堂”有机结合，从党的百年伟
大历程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李
健 摄影报道

近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
巡特警大队民警，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筑牢政治忠诚，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讲好红色故事，组织到党史教
育基地进行参观践学活动，重温党的光
辉历程，现场接受党性淬炼。河南法制
报记者 陈军通讯员 柏宛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
波 通讯员 张芳冰 郭建岭）近日，郑
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侦破一起电
信诈骗案，打掉一境外诈骗窝点，抓
获犯罪嫌疑人 26 名，带破案件 50
余起，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收缴
电脑、手机、银行卡等大量作案工具。

2020 年 12 月 24 日，该分局辖
区居民曹某报案称：2020 年 12 月
初，其在抖音、微信等社交软件结
识一名叫“陈磊”的男子，俩人通过
网络聊天发展为情侣关系后，陈磊
以带领被害人在网站投资挣钱为
由，骗取其50万余元。

因涉案资金巨大，接到报案后，

该分局局长丁配杰高度重视，迅速
抽调精干警力成立“12·24”专案组，
要求限期破案。经分析研判，专案
组初步确定被害人遭遇了“杀猪
盘”诈骗。

专案组民警辗转成都、广州、
北京等地调查取证，经大量数据分
析比对，逐步摸清该团伙组织架
构、人员构成后，准备等待时机成
熟组织抓捕。2021年3月16日，专
案组民警共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专案组摸清该犯罪团
伙以福建宁德籍阮某为首，通过招
募技术员开发诈骗网站，在境外组
建窝点，利用制作好的话术、剧本，

在婚恋网站、社交软件中寻找潜在
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将自己包装
成 IT业高管，与被害人以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相称，之后一步步实施诈
骗计划，直至将被害人的钱财榨干
净后找借口脱身。

2021年4月13日，随着案情进
展，专案组民警兵分6路赶赴福建、
上海、云南等省市，又抓获诈骗团
伙成员数十名，并在福建抓获该犯
罪团伙“金主”阮某。

据悉，本案目前抓获的26名犯
罪嫌疑人均已采取强制措施。针对
未归案人员，专案组将适时组织集
中收网，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亚东）近日，
平顶山市民马先生轻信投资理财
平台，在网上开户投资被骗走 17
万元，平顶山市公安局新华分局
接警后快速追踪，在湖北省抓获 8
名犯罪嫌疑人。

3 月 30日，马先生报警称自己
被骗。经调查，马先生看到很多人
在网上投资理财，于是决定加入，
随后被一个投资理财平台的客服人
员拉入一个股票群，并告知马先生
只要投资，就会获得高回报。根据
对方的提示，马先生向该平台充值

2 万元，没想到第二天就赢利 4000
元。随后，该平台用高额利润诱骗
马先生追加投资，于是他多次进行
充值。当平台显示其投资本金加上
赢利达到10万元时，马先生想提现，
可是客服人员表示，由于提现数额较
大，需要先往平台充值10万元充当保
证金。马先生按照对方要求，将10
万元转至对方指定账户。随后该平
台客服人员又告知，银行账号出现
问题被锁住了，需要继续追加投资，
马先生表示自己资金不足无法追
加。当马先生再次与平台客服人员
联系时，发现对方已联系不到，这才

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此时，马先生已
向该平台累计充值17万元。

接警后，该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立即开展侦查工作，分析研判后确
定嫌疑人活动地为湖北省随州
市。在掌握嫌疑人信息后，民警
户群周、李鹏仁、赵辰飞等在当地
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犯
罪嫌疑人藏匿在随县洪山镇。4
月 7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
获。随后，民警又辗转武汉等地，
将李某等 7 名嫌疑人抓获，最终
精准摧毁这个以取钱、转款、卖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团伙。

“钻研”情感话术 诈骗500万元

轻信“投资理财”被骗17万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晓磊 通讯员 赵京亚）4 月 16 日上
午，新密市民于大姐携带锦旗和
感谢信来到新密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向帮其追回 10 万元被骗公款
的民警致谢。

4月15日11时许，刑侦大队反
诈中心接 110 指令称，青屏辖区群
众于大姐被骗，涉案金额高达10万
元，请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接警后，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
警崔中山、马绍娟立即联系于大姐，
了解案件详情。原来，于大姐是某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4月 15日在工
作时接到自称是某银行业务员的电
话，对方告知其公司银行账户需要
升级，并申请加其为QQ好友。随
后，该业务员将于大姐拉入一 QQ
群并告知其需一周内至银行柜台办
理公司账户升级业务，于大姐见“老
板”与“老板娘”都在群内，便相信了
该业务员。随后，“老板”在群内以
结清某工程余款为由指示于大姐向
指定账户汇款，于大姐汇款后，真正
的老板收到莫须有的转账信息来电
询问详情。此时于大姐才发觉，自

己上当了！遂立即报警求助。
了解并确认案情后，民警崔中

山、马绍娟立即分头行动，获取涉
案账户并迅速对该账户进行处置，
通知银行紧急止付，尽力挽回受害
人的损失。同时对该案件第一时间
立案，并对该犯罪团伙展开调查，顺
线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经过一系列紧急工作，从受
害人汇款到 10 万元被冻结止付，
仅用时 20 分钟，成功帮助受害人
挽回损失。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心莫贪 擦亮眼 绷紧弦

坚守公平正义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陈卫军 储涛

梁利超，男，汉族，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现任洛阳市检察院第
九检察部副主任。2006年，
他进入检察系统工作，先后
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两次，获嘉奖两次，并荣
获“河南省优秀公诉人”“河
南省青年卫士”“洛阳市未
检业务标兵”“洛阳市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先进
个人”等称号。

勾俊杰 孙卯 许高峰 王磊（1984年）黄帅涛 吴延武
欧晓春 刘小刚 李旭杰 丁阳阳 王帅锋 王光辉
代二卫 吕斌斌 辛晓航 徐楠杰 宋伟 李广伟：

因你们长期旷工，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及平宝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现于公告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到平宝公司工资科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
办理手续的，平宝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员工奖惩暂行规定》的相关
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特此公告。

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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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受“惑”被骗 20分钟追回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