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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记者猛犸新闻
张学军 通讯员侯超

为提高社区居民对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参与率和
支持率，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
围，8月 25日下午，鹤壁市公安
局山城区分局深入山城区西巷
社区开展“五个入户”及清洁家
园活动。

活动中，山城区分局志愿者
分成两组开展宣传调查工作。分
局志愿者向居民分发宣传单、创

建知识手提袋、小扇子和《致全体
市民的一封信》。同时，志愿者还
发放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调
查问卷并进行现场讲解，宣传文
明礼仪知识,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引导社区居民争做文明人，监督
不文明行为,增强社区居民主动
参与文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随
后，另一组志愿者开展了清洁家
园活动，大家分工合作，全面打
扫，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一抹鲜亮的“志愿红”成为道

路上最美的风景。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市民以

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中来,使创城工作成为广
大市民的共同责任，形成全民参
与的良好氛围。

“以前光说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具体哪些行为该做，哪些行为
不该做，大家有些不知所从？现
在这一宣传，都清清楚楚，心里跟
明镜似的。”社区居民王大娘表
示。①

鹤壁山城区公安分局
开展“五个入户”暨清洁家园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通讯员 王晶

8月 25日，记者从新野县警
方获悉，8月中旬该县警方抓获了
以杨某、刘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的剩余6名嫌疑人，这个犯罪
集团被彻底铲除。

经查：2018年11月份以来，
以犯罪嫌疑人杨某、刘某为首的
犯罪集团成立催收公司，公司员
工在杨某、刘某等人的指使下，对
借款逾期客户采用辱骂、短信轰
炸、骚扰被害人亲朋好友、使用虚

拟定位、发上门催收威胁微信小
视频、信息轰炸软件等方式先后
为多个网络贷款APP平台进行贷
款催收，严重影响被害人正常生
活，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

由于该犯罪集团涉及的案件
案情复杂，线索隐蔽，2019年抓捕
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后，仍有部分
犯罪嫌疑人在逃。

为彻底扫清该犯罪集团余
孽，7月初，刑警大队马骁中队组
织警力，奔赴西安、太原、郑州、襄

阳等多地进行取证，经过十多天
的连续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犯罪
证据。

7月下旬，抓捕条件已经成
熟，马骁中队组织汉城、施庵、歪子
等单位警力二十余人奔赴上海、宣
城、湖州等地成功抓获10名涉嫌
暴力催收的犯罪嫌疑人。8月中
旬，马骁中队再次组织警力奔赴云
南曲靖，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

至此，以杨某、刘某为首的犯
罪集团涉案29名成员已全部落网，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①

抓获29人
新野警方彻底铲除一恶势力犯罪集团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定有 魏广宝通讯员 胡斌

南阳市公安局青华分局充分
发挥视频监控在服务公安工作、
提升打防管控能力等方面的作
用，积极构建视频巡控侦打模式，
连续破获多起盗窃案件，取得良
好效果。

8月11日，马某到英庄镇一
农户李某家中收购花生，临走时
将小背包遗落在其家中，等想起
返回寻找时，李某一口否定，马某
无奈之下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后

双方各执一词，于是对附近的监
控录像进行调取，通过监控发现
马某进出李某家时，身上背有挎
包，在离开时确实并未背包。面
对铁的事实，李某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主动归还了背包，经马某清
点，包中现金一分不少。8月17
日，马某来到英庄大队，将一面写
有“人民的好警察，百姓的守护
神”的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对民
警不辞辛苦找回背包，及时挽回
经济损失表示由衷感谢。

坚持做到与打击破案、服务

民生和信息研判相结合，强调“从
像-到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再
通过公安业务信息系统进行比
对、碰撞，获得所需信息资料，进
一步提升实战打击、服务能力。

8月2日傍晚，英庄镇高营村
王某的电动车在白河边被盗，英
庄大队值班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
调查，通过视频追踪，于次日找回
被盗电动车。8月5日，王某带着
一面锦旗来到英庄大队，对大队
的工作效率交口称赞，对认真负
责的民警表示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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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易发多发
实际，扶沟县公安局产业集聚区
派出所通过对近期发生的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逐一梳理，采取针对
性宣传攻势，营造浓厚的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氛围。

围绕防范阵地，强化拉网式
宣传。发挥派出所点多面广优
势，在集贸市场、车站、小区、医院
等人员聚集处悬挂横幅，在辖区

内摆设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咨
询台，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解析诈
骗手段，推广防范措施；组织民警
深入辖区网吧，以防电信网络诈
骗为主题，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法
制宣传教育活动。

围绕高危人群，强化针对性
宣传。针对受害群体的文化程度
低、占便宜心理强、辨别能力差等
特征，结合当前农村留守老人、妇
女、儿童相对较多实际，突出“保
姆式”宣传。采取错时工作，深入

社区送上警民联系卡，提醒遇到
不能辨别真伪的信息时，及时拨
打电话，谨防上当受骗。

围绕氛围营造，强化全民化
宣传。派出所召集辖区物业、
场所行业开会，动员大家主动
参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
动，组织民警深入校园，开展“小
手牵大手”活动，通过发放宣传
单，让学生“指导”家长开展电信
诈骗防范宣传，提升学生家长防
范意识。①

扶沟城郊派出所多策并用
统筹开展夜巡、反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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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多发势头，维护辖区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提高辖区群众对电信
诈骗犯罪的防范能力，连日来，扶沟县公安
局城郊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积极作为，统
筹夜巡、反诈宣传两不误，扎实开展反诈宣
传活动。

依照扶沟县公安局要求，为确保辖区
不发案、少发案，城郊派出所组织民辅警
把巡逻和反诈宣传有机结合，在确保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同时，开展反电信诈骗
宣传，加强普及群众防电信诈骗知识，让
民辅警在各村、工厂、商场等人员聚集地
巡逻时进行反诈宣传。同时，全所民辅警
还利用夜间巡逻的时机，在街道、广场等
群众聚集场所，面对面现场向群众讲解电
信网络诈骗的常用手段和套路，使群众对
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套路了解得到进一
步加深，对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得到进一
步提高。

城郊派出所防诈宣传活动还在持续进
行中，目前，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大大提升了群众预防和抵制电信诈骗的能
力，在城郊乡形成了浓厚的防诈氛围，也赢
得了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满意与支持，受到
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①

盗窃连发多起
民警雷霆出击将其抓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冯晓玉
通讯员 周阳

攀窗入室盗窃商铺，溜门入户盗窃财
物，短短数日连续猖狂行窃……近日，新乡
市公安局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当街
抓获盗窃犯罪嫌疑人张某，深挖带破盗窃
商铺、入室盗窃等案件7起。

“这贼也太大胆了，屋里有人睡觉，就
敢进屋偷东西！”7月20日，报警人祝某到
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报警时如此感叹道。

“这已经是近几天祝楼乡辖区发生的
第6起盗窃案了，而且发案地域相近，作案
手法相似，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办案
民警经对案件研判得出了初步判断。几起
案件可能为系列案件后，该局办案民警第
一时间对几起案件进行梳理，挖掘破案线
索。经对案件线索进一步研判，发现几起
案件均以溜门入户盗窃为主，且案发现场
附近均有一年轻男子出没，形体特征高度
相似，确定该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为尽快破案，办案民警充分发挥“一村
一警”工作优势，将此图像线索推送至辖区
各派出所，发动包村辅警注意发现可疑人
员。7月20日下午传来一条重要信息，有
群众在祝楼村街道发现一陌生男子随意游
荡，形迹可疑。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
与嫌疑人信息比对，确定此人就是犯罪嫌
疑人。经讯问，确定祝楼乡辖区6起盗窃
案件均系该嫌疑人所犯，同时带破2018年
获嘉县张某家被盗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①

南阳青华分局
构建视频巡控侦打工作模式

扶沟产业集聚区派出所
“三围绕”开展防电诈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