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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对全市公安消防执法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公
安机关消防执法工作，更好地发挥

公安机关消防监督检查职能，提高
公安民警的消防业务素质，支队联

合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成立 2 个工
作组，对各县公安局派出所和城区
各分局四五月份消防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实地督导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督导组针对各
县公安派出所和城区各分局消防
工作制度，以及派出所所长和社区
民警工作职责落实情况进行现场
督导检查，对四五月份行政处罚和
拘留案卷法律适用、裁量标准和法
律程序进行逐一核对。同时，从各
单位检查台账中随机抽取 2 家社
会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并就隐患整
改、宣传培训、档案规整等方面对
社区民警进行业务指导和技术帮
扶。
（李占会）

双庙派出所持续开展电诈宣传打击活动
为坚决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有
效遏制此类案件的发案势头，维护
辖区内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双庙
派出所深入辖区持续开展防范打
击电诈宣传活动，提醒群众紧绷防
范之弦，谨防电信诈骗。
双庙派出所创新电信诈骗宣
传方式。一方面专门印制了“十二
个凡是”、
“ 六个一律”反电信诈骗
宣传常识宣传页，结合“百万警进
千万家”
、
“一村一警”活动，在日常
走访入户过程中开展电信诈骗宣

传，发放电信诈骗宣传页，让防范
电诈深入每个家庭，深入人心，最
大限度地提升群众自身防范意识，
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依托微信群、
微博、QQ 群等平台，在各村及时
转发各类电信诈骗案例，披露犯罪
手段，传授防范要领，并通过朋友
圈广泛转发。提醒群众一旦遇到
可疑电话，不要轻信，多核实，提高
警惕，切勿汇款，充分利用新媒体
提高群众知晓率，让广大群众看清
诈骗招数，避免受骗。

双庙派出所积极开展电信诈
骗宣传的同时，加大对电信诈骗犯
罪分子的打击力度。6 月 7 日，该
所民警通过多日分析研判，远赴深
圳，成功抓获一名电信诈骗嫌疑
人，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件，目前，
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
被该局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件的
破获彰显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
决心和能力，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任文豪）

濮阳县公安局文留派出所加强麦收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又到麦收季节，
人忙事杂，
易出
现交通安全、财物损失、矛盾纠纷、
火灾等事故。针对辖区实际，文留
派出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麦
收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颗粒归
仓，
夏收夏种。
首先是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针对部分群众防火意识薄弱、吸烟
乱扔烟头等易诱发火灾事故，同时
麦收期间犯罪分子利用白天村民下
地忙麦收，
家中无人的时机，
极易对

村民住宅进行盗窃行为的实际情
况，
派出所各警务室民警、
辅警到辖
区田间地头开展多形式、全方位的
麦收防火防盗常识宣传教育，营造
强大宣传声势，
提醒广大群众，
禁止
焚烧秸秆，
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教育
群众不要在公路上晒麦打场，影响
交通，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针对夜间极易对已收仍存放在
地里的庄稼、
存放晾晒在场院里的庄
稼进行侵害的情况，
合理调整巡逻时

段和路线，
将主要巡逻力量白天放在
村庄，
夜间放在公路、
田间、
场院等区
域，
做到
“白天见警车、
晚上见警灯”
，
努力减少各类治安案件的发生，
有效
维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其次是麦收期间，容易发生农
民争抢收割机，耕地边界确权等矛
盾纠纷，
民警深入村庄农户，
开展矛
盾纠纷化解工作，努力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保障麦收期间社
会治安秩序稳定。
（吴瑞祥）

清丰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扎实做好近期重点工作
按照市、县两局统一部署，近
期特警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参与，
以三项举措扎实做好了近期重点
工作，为服务县局整体公安工作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严 厉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注 重 实
效。大队紧紧围绕“争一保二”的
工作目标，自我加压、攻坚克难、连
续作战，累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1 人。其中，5 月 5 日，特警大队
在巡逻中抓获 1 名盗窃犯罪嫌疑
人徐某力。5 月 28 日，配合刑警大

队经过长途跋涉、五天四夜的连续
奋战后，成功在广东汕头抓获涉嫌
诈骗案件嫌疑人 5 人。
突出重点，创造氛围。特警大
队严格落实巡逻防控要求，将辖区
划分为 4 个巡逻片区，对城区主干
道以车巡为主，对重点部位以步巡
为主，采取车巡不断、步巡不停的
模式，分重点时段开展不同巡逻方
式。白天见警车，出动所有巡逻车
辆，全面强化城区社会面防控力
度。夜间见警灯，对学校周边，居

民区，背街小巷不停歇地进行夜间
巡逻预防。
源头规范，向管理要战斗力。
大队充分发挥队伍年轻健硕的优
势，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中
心工作来抓。从细节入手，增强纪
律约束力，树立“零容忍”管理理
念，加大对队伍中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的查纠力度，打造一支政治坚
定、纪律严明、业务精湛、作风过硬
的特警队伍。
（任文豪）

清丰县公安局柳格派出所
赴广东省惠州市抓获一名诈骗犯罪嫌疑人
6 月 6 日，柳格派出所赴广东
省惠州市抓获一名诈骗犯罪嫌疑
人文某，并依法将诈骗犯罪嫌疑人
文某刑事拘留。
2019 年 10 月 17 日 9 时 50 分，
河南省清丰县柳格镇村民郭某报
警称：2019 年 7 月中旬，其在某网
站认识一位自称名叫陈明的男子，
随后双方互加微信好友，经过一段
时间相互了解，双方确定恋爱关
系。10 月 8 日，对方称去澳门出

差，
要维护澳门威尼斯软件，
让郭某
在平台上进行投资，并声称通过操
作后台便可赚大钱，挣了钱就回濮
阳老家登记结婚。受害人郭某信
以 为 真 ，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先后在对方提
供的银行卡内进行转账充值 10 笔，
共计487500元，
随后发现平台一直
无法提现，
其询问对方后，
对方继续
让其进行充值，郭某发现被骗。经
办案民警深入分析研判，锁定犯罪

嫌疑人文某。2020 年 5 月 11 日，
文
某以诈骗罪被清丰县公安局上网追
逃。6 月 3 日，
文某被广东省惠州市
公安局仲恺分局抓获。6 月 6 日，
我
所民警赴广东省惠州市押回涉嫌诈
骗犯罪嫌疑人文某至柳格派出所。
经讯问，文某对自己在网上诈骗郭
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清丰公安局依法将犯罪
嫌疑人文某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任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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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公安局
开展社区警务辅助人员食
品药品环境警务知识讲座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白俊峰 通讯员 牛天慧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警务辅助人员处警
能力，扩充基层公安民警辅警食品、药品、
环境警务知识面，提升广大民警辅警针对
涉及食品、药品及环境安全此类案件的执
法办案能力，6 月 11 日，项城市公安局开
展了关于食品、药品、环境警务知识讲座，
由该局食药环犯罪侦查大队马明主讲，共
有 70 余名警务辅助人员参加学习。
授课中，该名授课民警分别利用了现
场讲解、数据分析、典型案例说明等形式进
行了充分详细的解读，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地就某些案例进行详细介绍。讲座结束
后，现场辅警结合自身在日常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相互讨论对应办法，
并由授课民警
将大家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讲解，将食药环
执法办案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且
通过讨论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讨论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场面格外热烈。
此次开展的业务技能培训讲座，结合
当前全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的岗位大练兵
活动，
按照不但要进行体能加压训练，
而且
还要进行业务知识培训的相关要求，正在
逐步有条不紊地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去完
成。此次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广大警务辅助
人员规范化执法执勤的意识，提升了警务
辅助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养，为推动
打击食药环犯罪、执法规范化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扶沟县公安局
多措并举
全力营造反诈宣传声势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田林
见习记者 王士伟 通讯员 李龙喜
近年来，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
呈职业化犯罪态势，成为损害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的多发案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为遏制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维
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扶沟
县公安局多举措开展预防电信诈骗宣传。
一是成立反电信诈骗联席办微信工作
群，
与全县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协同作战进
行反电信诈骗宣传工作。由刑侦大队反诈
民警梳理近期高发案件类型，有针对性地
制作反电信诈骗宣传材料，后由联席办其
余 28 个成员单位通过各单位宣传渠道，积
极转发反电信诈骗宣传材料，提高反电信
诈骗宣传的覆盖率。
二是对每日辖区内电信诈骗案件发案
情况向局属各办案单位进行反馈，整合资
源，合成作战。刑侦反诈民警整理辖区各
派出所每日电诈案件的发案类型、受骗群
体、作案手法等相关信息，
由各派出所按辖
区发案特点和情况，及时向辖区群众开展
反电信诈骗预防宣传工作。
三是结合辖区反电信诈骗宣传工作的
实际情况，印制 6000 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册和 10000 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彩页。通过张贴宣传单、发放宣传册等
方式，与局属各办案单位联合开展反电信
诈骗宣传工作，切实提高辖区群众对电信
网络诈骗的防骗、识骗能力，
有效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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