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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公安多措并举
持续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郭帅
为切实维护岁末年初陕州城
区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增强社会
面治安管控能力，遏制街面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三门峡市陕州区
公安局紧紧围绕“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多措并举，充分发挥特巡警
武装巡逻的威慑力，有效保障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
“以打促防、打防结合”，提升
社会面巡逻管控。严格落实“1、
3、5”分钟快速反应处置措施和巡
逻防控“四项机制”，加大城区巡

逻防控力度，科学分布警力，切实
做到“警灯亮起来，警车巡起来，
警服穿起来”，分别在城区各党政
机关、车站、学校等重点部位设立
屯警点，以屯警点为中心，对周边
大型超市、复杂路段等人员密集
场 所 24 小 时 不 间 断 开 展 武 装 巡
逻，以点带线、以线保面，随时受
理群众报警求助，预防、制止和打
击现行违法犯罪，对各类不稳定
因素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深入开展“护学岗”，筑起校
园安全防线。根据城区外国语学
校、实验中学、神力小学等辖区学

校放学时间段，合理安排警力，设
立校园“护学岗”，提前半小时到
达学校门口，风雨无阻开展执勤，
维护校园周边治安稳定、道路畅
通。及时疏导人员、
车辆，
确保师生
出入安全，展现了陕州特巡警良好
形象，
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持续开展纪律作风教育整顿
活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及各项党规党纪，严
格贯彻执行各项制度规定，坚决
落实好各项工作纪律要求，持之
以恒尽职履责，坚决杜绝违法违
纪问题发生。①

段亮：
心系群众 用青春热血守护平安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郭帅 通讯员 李晓芳
段亮 2005 年进入公安系统工
作，现任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派
出所副所长。自参加工作以来，段
亮凭着对公安事业的一腔热忱，不
忘初心使命，始终恪尽职守。他心
系群众、公正执法，自觉履行“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的庄严承诺，赢得了组织和同
事的充分肯定。
勤练兵。技能考核勇争先。
从全省大练兵动员令发出的那天
起，
段亮就积极响应号召，
以提高政
治业务素质、
执法水平、
警务实战技
能、增强自我防卫能力和保护意识
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大练兵活动
中。为将此次大练兵活动落到实
处，
取得成效，
他多次向教官虚心请

教，不怕苦、不怕累，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了培训任务。
检查督导。强化行业单位职
责。在辖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
段亮结合辖区实际，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研究完善与辖区特点相适应
的管理、防范、控制机制。对辖区
的学校、医院、金融等重点单位进
行不间断地检查、督导，采用服务
与指导、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手
段，下达《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70
余份、
《当场处罚决定书》40 余份，
不断督促指导各单位抓好落实，相
关单位配备防爆工具和设施 20 余
件套。逐步形成人防、物防、技防、
制度防相交织的防控体系，基本防
范能力大大增强，可防性案件的发
生得到有效遏制。
自“金盾”
“ 亮剑 2020”专项行

动以来，段亮不等不靠，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对辖区内的刑事案件
进行了全面摸排和梳理，带领所内
民辅警将正在家中睡觉的员某谦
和莫某中分别抓获。段亮不急不躁、
稳扎稳打，
抓住对方的漏洞，
适时亮明
相关证据，
将二人的谎言逐个戳破，
用
一夜的斗智斗勇，
最终使二人如实供
述了多次盗窃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
通过和同事、
相关兄弟单位的密切配
合，
段亮先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十余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二十余名，
为专
项行动贡献了一份力量。
从警 16 年来，
段亮坚守基层一
线，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用敬业彰显
忠诚，
用奉献书写风华。岁月流逝，
曾经的青葱少年脸上也显露出岁月
的痕迹。改变的是容颜，
不变的，
是
一腔热血、
服务群众的信念。①

晁泰刚：牢记使命勇前行 栉风沐雨写忠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郭帅 通讯员 陈思 张权 张瑜
义马市公安局泰山路派出所
指导员晁泰刚从警 15 年来，凭着
高度的敬业精神和顽强的拼搏劲
头，在工作中屡创佳绩，赢得了组
织肯定和群众好评。
2019 年 7 月 19 日，晁泰刚到
距离派出所不足 500 米的气化厂
进行检查，回到所里没几分钟该厂
就发生爆炸，强大的爆炸威力和冲
击波瞬间将派出所办公楼破坏，漫
天飞舞的玻璃碎渣将晁泰刚身上
多个部位划伤。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晁泰刚
不顾个人安危，在身上多处受伤的
情况下，紧急疏散同事，迅速组织
全所警力对周边群众和车辆进行
疏导，及时抢救伤员，第一时间汇
报掌握情况，抢救受伤群众 30 余

人，转移附近群众数千人，疏导车
度将派出所恢复至正常办公。
辆若干台。受伤后，大家多次劝他
经过多年基层历练的晁泰刚
对伤口进行处理，他却说：越是危
有着良好的综合素质，遇到疑难复
险时刻，群众就越需要我们，我一
杂的案件，他总会发扬蚂蚁啃骨头
刻都不能歇。拒绝后，他又继续投
的精神，破难点，解疑点、攻重点。
入到抢险救援中。
近年来，他先后参与办理了部督
在事故处置期间，为防止气化 “2018·02·08”环 境 污 染 案 、
厂易制爆、剧毒物品发生泄漏和丢 “2018·02·26”特大电信诈骗案、
失，他在连续多小时未休息和负伤
杨某恶势力集团等重大刑事案件。
的情况下，克服严重疲劳和伤口疼
在今年全省专项战役和三门峡
痛，紧急组织对厂区内 4 个液氯气
市“金盾”系列专项行动中，他先后
罐和 30 多吨硫黄进行安全转移，
破获各类行政、刑事案件 40 余起，
从而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37 人，
追逃
安全。在重大事故面前，晁泰刚毫
10 余人。直接侦破办理了甲某(化
不退缩、奋勇直前，带头抢险救援、
名)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捣
排除隐患，积极参与值班备勤、巡
毁销售仓库2个，
现场查扣假冒国际
逻防控、安全检查、案件办理、人员
知名品牌鞋服 10000 余件，涉案价
稳控、舆情引导等工作。组织开展
值 400 余万元。目前，已抓获犯罪
灾后自救，带领民辅警修补所内门
嫌疑人17人。该案2020年10月份
窗、清理残渣、归整物品，以最快速
被列为全省督办案件。①

安阳市公安局龙安分局成功打掉两个赌博窝点
岁末年初，为深化 2020 年度
打防成果，进一步挤压黄赌违法犯
罪生存空间，有效净化社会环境，
扎实推进“平安守护”工作，龙安分
局在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的大力支
持下，由分局治安队牵头，各个派
出所通力合作，成功打掉 2 个赌博
窝点，刑事拘留 9 人，行政拘留 13
人。
2020 年 12 月底，在前期缜密

侦查的基础上，分局制订了详细的
抓捕计划，由副局长张海斌、于洪
涛带队，兵分两路，果断出击，同时
对 2 个赌博场所开展连夜抓捕，一
举 抓 获 47 名 参 赌 人 员 。 快 侦 快
办、雷厉风行，龙安分局针对涉案
人员众多的特点，指定由太行小区
派出所主力侦办，全所民警全员参
战，治安大队协同配合，经过办案
民警连夜突击讯问、调查取证，目

前已刑事拘留 9 人，行政拘留 13
人，
有力地净化了辖区治安环境。
龙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加大对黄赌线索的排查收
集，严格秉持发现一起打掉一起的
原则，强力震慑黄赌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使怀不法心理的人员不敢
再心存侥幸，不敢违法，最大限度
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全力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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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找回走失山羊
群众登门赠旗致谢
“俺一家就指望这 20 多只羊生活，
多亏了咱民警的帮忙。”1 月 2 日，宁陵县
石桥镇刘花桥村民刘老汉来到石桥派出
所向民警赠旗致谢，感谢民警为他找回
走失的 20 余只山羊。
去年 12 月 30 日 13 时许，刘老汉与
老伴像往常一样到羊圈喂羊，哪知刚一
开门 20 余只山羊蜂拥而出，像受了惊吓
一样。老两口跟着撵却没有追上，眼瞅
着山羊没了踪影。无奈的老两口赶紧返
回家中骑上电动三轮车四处寻找，结果
4 个小时过去了，村里、村外找个遍始终
没有找到。
寻找山羊未果，
看着天越来越晚，
这
让老两口更加慌了神，便拨打了报警电
话求助。接报后，正在该村附近巡逻的
民警刘发令、石方伟立即驱车处警。经
询问得知，走失的羊群 20 余只，价值数
万元，
民警一边安抚刘老汉夫妇的情绪，
一定要把心放宽，一边调取周边监控逐
一排查，并组织数十名民警沿着分散的
羊蹄印及可能走失的方向分路寻找。
经 1 个多小时的查找，民警在距刘
老汉家 1 公里远的梨园深处找到了走失
的羊群，经确认一只也不少。看着失而
复得的山羊，刘老汉夫妇激动地不住向
民警致谢。离开刘老汉家的时候，民警
再三叮嘱他们年关临近，一定要加强防
范，及时加固羊圈，注意看好自己的山
羊，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① 连永亮

以恋爱交友为名
引诱女性进行网上虚假投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通讯员 武燕 张静
近年来，利用手机 APP 实施诈骗成
了电信诈骗团伙作案的重要手段。近
日，汤阴县公安局侦破一个打着恋爱交
友的名义，利用 APP 引诱女性进行网上
虚假投资，
借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今年 1 月初，汤阴警方发现县城南
部某社区疑似有人从事网络诈骗活动
后，警方立即组织多部门协同进行严密
侦查，
逐步确定了团伙的作案性质、组织
架 构、人 员 关 系 等 关 键 信 息 。 1 月 11
日，
时机成熟后，
警方一举出击捣毁了该
电信诈骗团伙。
经调查，汤阴人管某经营着一个小
型科技公司，从事网上营销活动。因觉
得挣钱太慢，2020 年初管某从网上寻到
了另一条“发财之路”：拉拢人到某虚假
理财 APP 进行网上投资，再人为控制理
财产品的盈亏，
最后侵吞客户资金，
所得
非法收益与平台进行分成。掌握该
APP 的诈骗流程后，管某的公司实施了
“转型”。团伙成员利用婚恋 APP 专门
结交离异中年女性，
冒充同龄人、虚构身
份信息与对方交友，并发展暧昧关系。
获得对方信任后，开始向对方推荐虚假
理财 APP，声称可轻松获取巨额利润。
待客户投资后，管某便安排专人从 APP
后台人为控制理财产品的涨跌盈亏，引
诱客户一步步追加投资，直至最后赔得
精光。而当客户想中途退出提现时，平
台也会以各种理由拒绝。
1 月 13 日，团伙主要成员被警方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
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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