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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扶沟县公安局柴岗派出所：

进村、进校 反电诈宣传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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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周口全市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工作开展以来，
扶沟县公安局柴岗
派出所及时与乡政府联合召开打击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动员培训大
会，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提升广大群
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坚决遏
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势头。
专项行动期间，局党委委员齐
书彦亲临柴岗派出所督导检查反电

诈宣传工作，
由柴岗派出所牵头，
组
织召开了各村支部书记、治保主任、
妇联主任等 100 余人参加的反电诈
宣传动员会，对反电信诈骗宣传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为扩大反电信诈骗宣传覆盖
面，柴岗派出所再次召开反电诈宣
传推进会，
对各村治保主任、妇联主
任进行再次反电诈培训。
会上，柴岗派出所所长袁智谋
讲解了近期高发的兼职刷单类、信

用提额类、冒充公检法类等电诈案
件典型案例，
要求全乡各单位、各行
政村尽快掀起反电诈宣传高潮，确
保宣传范围全覆盖无死角。
在做好村镇反电信诈骗工作的
同时，柴岗派出所要求全体民辅警
要各司其职，深入到分包行政村立
即召开全民反电诈大会，确保反诈
宣传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人，发起全
民反诈宣传高潮，使辖区内电诈案
件发案率降到最低。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从小学生抓
起，柴岗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江南
实验小学，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宣传活动。针对小学生这一特
殊群体，
民警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一封信》发放到师生手中，
再由学生
带回家中向家长进行宣传，提醒广
大师生及家长提高警惕，防范电信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柴岗派出所所长袁智谋再次提
醒辖区广大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要从身边做起，
不听不信不转账，
加强防范意识，
以免上当受骗。①

辖区
“零发案”群众
“零受损”
扶沟公安全方位防电诈宣传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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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全市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迅雷”行动开展以来，为有
效遏制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
发生，实现辖区“零发案”、群众“零
受损”的工作目标，扶沟县公安局包
屯派出所不等不靠，始终坚持
“预防
为主、宣传先行”的原则，全体民辅
警团结一致、集思广益、多措并举，
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新型犯罪宣传长效机制，全力开
展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工作，初
步实现了辖区“发案少、秩序好、社
会稳定、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受
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辖区群众的一
致好评。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行

动开展伊始，
派出所领导及时、全面
向包屯镇党委政府汇报，在镇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组织召开了由镇
机关干部、镇直单位负责人、中小学
校长、
村支部书记、
治保主任、
妇联主
任及辖区重点行业场所负责人参加
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会议，
并制订了行动方案，
研究
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
为行动在全
镇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托一村一警开展防电信诈骗
宣传。全所民辅警迅速行动，分赴
分包村委、街道和学校、大型商场等
重点单位、场所，采取悬挂宣传条
幅、发放宣传单、通过村大喇叭和警
车循环播放防诈骗宣传音频、走村
入户面对面讲解防电信网络诈骗新
型违法犯罪常识、
“ 警民一家亲”微

信群推送防诈骗宣传音视频及宣传
资料等方式，
多策并举，
展开了全面
的防诈骗宣传，
形成了全方位、多角
度、深层次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新
型违法犯罪宣传立体格局，营造了
浓厚的防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
罪宣传氛围。
“迅雷”行动开展以来，包屯派
出所共悬挂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条
幅 126 条，发放宣传单 13000 份，举
办防诈骗常识培训 78 场次，利用
“警民一家亲”
微信群发送防电诈视
频、音频及文章 386 条，排查涉诈重
点人员 18 人，清理清查各类治安复
杂场所 136 处，抓获本地籍涉嫌电
信网络诈骗嫌疑人 2 人，辖区实现
了
“零发案”
、群众
“零受损”，
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①

建信基金
“乘风破浪”
为投资者创造回报
2020 年 投 资 上 半 场 画 上 句
号。回顾这半年，在疫情影响下全
球资本市场震荡，而 A 股表现出良
好的韧性，存在不少结构性机会，
医 药 、科 技 、消 费 等 板 块 表 现 出

挑。宏观环境和市场行情复杂演
绎，再一次凸显了专业机构的投研
优势，建信基金凭借长期以来良好
的投资管理实力，今年上半年持续
为投资者创造了可观回报。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旗
下建信高端医疗、建信内生动力、
建 信 创 业 板 ETF、建 信 中 证 1000
等 14 只 基 金 产 品 年 内 收 益 率 超
25%。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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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公安局：

让群众对扫黑除恶
入脑入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龚雪
通讯员 瓮强
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最新指示
精神，息县公安局党委以扎实开展农
村地区宣传发动工作为抓手，助推专
项斗争决战决胜。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从群众举报的涉黑涉恶线索中成
功打掉涉及农村地区的涉恶犯罪集团
1 个、涉恶犯罪团伙 3 个。
开展新一轮专项斗争部署以来，
县局高度重视宣传发动工作，主要领
导强调要
“采用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
宣传方式，提升群众对黑恶犯罪的分
辨度，
拓展覆盖面和知晓度”。
先后在中心城区及各乡镇主要街
道、村居门口、重点企事业单位悬挂横
幅标语 360 余条，张贴各类海报通告
2000 余张，设立举报箱 40 多个，使普
通群众对专项斗争决战决胜知悉知晓
参与。
组织驻村民警、
“一村一警”
辅警，
联合乡镇各单位、各村干部，
积极开展
走村落、进企业、进学校，挨家挨户与
村民面对面宣传，发放通告、调查问
卷、宣传单、宣传漫画等各类宣传材料
共 2 万余份。通过面对面交流，让群
众对扫黑除恶入脑入心。
针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联系
不便的特点，联合基层党委政府专门
开通微信公众号，由辖区派出所提供
村民身边涉黑涉恶事例，通过镇工作
人员和各村两委干部，发送到村民手
机上，使村民们及时了解专项斗争的
最新政策方针和各类信息，提高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注度。
根据不同农村群体的接受能力，
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宣传形式，确保人
人宣传到位。①

■快讯
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为了提升服
务礼仪知识，
利用乘务人员休班时间，
在车队进行礼仪知识培训。乘务员们
在炎炎夏日丝毫没有怨言，这一切只
为给旅客一个专业的服务，舒适的乘
车环境。为了标准能够全面落实到
位，进行服务交流、比拼，保证服务质
量全面提升。①
通讯员 许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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