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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守护网络净土  助力疫情攻坚
——盟公安局网安支队担当尽责打赢网络安全防控战役侧记

□孙鹏程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下发《关于对

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疫情期间网络安

全防控工作取得突出成绩予以表扬的通

报》，对全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和参战民

（辅）警予以通报表扬。兴安盟公安局网

安支队全体网警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得到了上

级部门的肯定，在受表彰之列。 

疫情期间，盟公安局网安支队全体

网警甘当幕后英雄，平均每人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肩负起巡查涉疫有害信息、

打击涉疫网络案件、研判推送涉疫线索

等公安本职任务，同时又承担起排查外

来人员和境外流入人员的职责。他们用

智慧与技术、用辛勤与汗水坚决打击网

络谣言、网络犯罪，守护网络净土，得到

了兴安盟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充分肯定。 

做好舆情工作  织好“同心网” 
疫情防控期间，放任一些虚假信息、

负面信息等消极的舆情传播，将影响疫

情防控大局。“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

斗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旗帜！

疫情期间，我们支部全体党员以二级英

模何建华同志为榜样，冲锋在前，勇挑

重担，坚决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网安支

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刘洪波说。网安

支队通过网警公开执法账号及时发布

正面信息 700 余篇、疫情辟谣信息 9 条，

信息阅读总量近百万。为全盟疫情防控

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环

境，坚定了人民群众同心战胜疫情的信

心，净化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网络环境。 

勇于担当尽责   织好“防御网” 
为排除防控隐患，织密全盟疫情防

控的“防御网”，解决此前各方面数据推

送延时、不全、不准的情况，网安支队牵

头成立全盟公安机关“疫情防控专班”，

本着“入境后关注、入盟前预警、入盟后

管控”的基本思路，承担了外来人员预

警、盯办旗县核查反馈、深度研判等工

作任务，成为抗疫先锋队。 

疫情防控期间，专班累计研判涉疫

线索 2 万余条，联合出入境等部门研判

涉疫线索近 3000 条；检查并纠正各地反

馈处理结果数据550条，全部督办整改。 

积极主动作为  织好“打击网” 
疫情防控期间，网安支队迎难而上、

利刃出鞘，积极处置各类网络违法犯罪

行为。破获公安部督办“时某涉嫌非

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 2 名，收缴非法所得 340 万

元，拓展线索 2000 余条，受到公安部网

安局、自治区公安厅网安总队的通报表

扬。还侦办了利用疫情发布谣言、扰乱

社会秩序等其他案件 25 起。 

2 月 7 日，网安支队发现有人将恶

意木马程序伪装成名为“全国新型肺炎

疫情实时动态”的链接大肆传播，以此

获取他人计算机的控制权限，支队立即

开展工作。因嫌疑人使用虚拟身份并利

用黑卡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案件一时

难以突破。民警经过 5 天 5 夜的不断关

联、分析、研判和地面蹲守核查，于 2 月

12 日将突泉县籍男子时某抓获；办案民

警行程 8000 余公里南赴广东省梅州市，

于 3 月 10 日将时某同伙张某抓捕归案，

并扣押车辆 1 台、现金 310 万元及相关

涉案电子设备。目前，兴安盟警方正在

进一步深挖犯罪生态链条，针对拓展的

线索全链条打击。 前旗公安局大坝沟派出所

慰问民警遗属
本报讯（通讯员 李平）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暖警惠警政策，让警

察遗属切实感受到公安队伍的关

怀与温暖，近日，科右前旗公安局

大坝沟派出所党支部组织党员民

警到已故民警柏树森家中，表达

党组织对其家属的关心并送上慰

问金。

柏树森遗属及其子女对党组

织一直以来的关心照顾深表感谢，

表示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一定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继续关心关

注公安事业发展，为公安工作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旗公安局交巡大队车管所

新增一处便民服务站
本报讯（通讯员 张耀占 白厚

和）“现在办理车辆业务越来越方

便了。”在科右中旗交巡大队车管

所便民服务站办理驾驶证业务的

张先生说。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

中旗公安局交巡大队车管所不断

推出办理车辆和驾驶证业务便民

利民新举措。近日，在巴彦呼舒镇

机动车安全性能检测线新增设了

一处车管所便民服务站，方便检测

线检车的群众就地处理交通违法

行为及办理车驾管业务。

据介绍，车管所便民服务站已

开通办理 6 年免检申领检验合格

标志、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补换领

机动车行驶证、补换领年检贴、期

满换证、损坏换证、变更换证、超龄

换证、遗失补证、驾驶证自愿降级、

违法缴纳等业务。

截至目前，便民服务站共办理

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14 笔、补换领

机动车号牌 5 笔、补换领年检贴 7

笔、违法缴纳 416 笔。

乌市公安局南郊派出所

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白杨）为加

大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力度，进一

步提高辖区群众的防电信诈骗意

识，近日，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南郊

派出所民（辅）警深入辖区开展反

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辅）警走进辖区

商场、企业、宾馆酒店、住宅小区

等张贴宣传海报，同时向群众详

细讲解电信诈骗的新作案方式

和特点。提醒大家在接到可疑

电话、短信、微信消息时不要轻

易将个人资料、银行卡卡号和密

码等信息透露给他人，切勿贪小

失大，如遇到疑似诈骗行为要及

时报警。

岭南农垦分局索伦牧场派出所

开展牧点走访排查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高 春 燕）日

前，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索伦牧

场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组织民警

开展野外牧包流动人口走访排查

工作。  

当前正值野外牧点接羔时期，

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对此，派出所

民警深入辖区各牧点，对流入的外

来人员进行登记、录入、比对，准确

掌握流动人员基础信息。同时，民

警还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让流动人口了解疫情的危害性，提

高自我防护意识，做好通风消毒工

作。此次走访排查，共登记流动人

口 34 人，排查辖区牧点 269 个，及

时掌握了辖区牧点实际情况。

前旗公安局居力很派出所

处理一起阻碍执行公务案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李 婧 王 新

宇）近日，一男子醉酒后殴打出

警民警，该男子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被科右前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

犯罪嫌疑人陈某在前旗某商

店内因琐事与店主王某发生激烈

争吵，矛盾逐渐升级后，醉酒状态

下的陈某出手殴打了王某，随后群

众报警。前旗公安局居力很派出

所民警到达现场后，陈某不仅拒不

配合民警工作，还辱骂民警。民警

依法多次警告陈某未果后，将陈某

带回派出所。在派出所，陈某出言

谩骂并动手殴打民警，严重阻碍民

警执行公务。

案件发生后，前旗公安局第一

时间启动民警维权工作机制，依法

对陈某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

救助危重病人就医
本报讯（贾文芬 于星宇）“警

察同志，请帮帮我！”乌兰浩特市

公安局交巡大队铁西路中队交巡

警张广旭、吴冬明近日紧急救助了

一名危重病人就医。 

当日 14 时许，铁西路中队交

巡警张广旭、吴冬明在盟气象局东

侧路口执勤时，看到一辆等候红灯

的轿车上下来一个人，跑到他们面

前求助，说车里有一名危重病人需

要送往兴安盟人民医院抢救，情况

十分危急，可自己又不熟悉道路，

请求交巡警帮忙。 

当时正值乌市道路交通高峰

时段，为了让病人得到及时救助，

张广旭、吴冬明立即驾驶警车、鸣

响警笛、打开警灯，引导求救车辆

一路加速行驶，用最快的速度向兴

安盟人民医院驶去。在道路高峰

时段，交巡警全程仅用 3 分钟便将

病人送到了医院。 

到达医院后，张广旭发现病人

四肢失去知觉，无法行动，便将病

人抱起跑向急救室，将病人交由医

生抢救。安顿好后，张广旭、吴冬

明随即离开，返回岗位继续执勤。

盟公安局机关党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曲毅）为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工作，保障结对对象日常生活，近日，盟

公安局机关党委发出倡议，盟局机关各

党支部纷纷开展为贫困户“捐助闲置物

品 助力脱贫攻坚”主题党日活动。盟公

安局全体党员及非党民（辅）警积极响应，

捐赠旧衣物、闲置家用电器、书籍、文化

用品、日常用品、米面粮油等 1700 余件。  

“平时家里的闲置衣物、电器都放着，

这次能送给需要的人，我真的很开心。”

刑侦支队民警夏杰表示。日前，这批捐

赠物资已通过盟公安局驻村工作队全部

运送到突泉县太平乡五星村。驻村工作

队整理好物资后，根据实际情况将物品

捐赠给五星村贫困家庭。

 “五星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3 户，

在我们的帮扶下，目前仅有 4 户 11 人未

脱贫。我们会尽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尽快实现全村脱贫。”盟公安局驻村工作

队队长、网安支队政委岂梦龙表示。

近日，兴安盟援鄂医护英雄先后分三批凯

旋回家。兴安盟交巡警以最高礼遇、最深敬意、

最佳形象护航英雄凯旋归来。最美逆行者，值

得最高规格的礼遇。                          乔婧  摄

兴安盟交巡警
护航援鄂英雄凯旋归来

伉俪团聚

4 月 16 日，我盟最后一批逆行湖北的 24 名

医护人员凯旋归来。

在凯旋的医护人员中有一名警嫂，她就是

兴安盟人民医院儿科护士徐鑫哲。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 ，盟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支队民警

王玉丰和爱人徐鑫哲这对“警医”夫妻就各自

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离多聚少。尤其是

徐鑫哲出征武汉以来，相隔千里的他们一个驰

援疫区、一个守护红城，这对伉俪共同作战传为

佳话。                                          崔文冰  摄

醉酒驾车肇事逃逸  被抓获
法治故事

□李平 谢静

扎赉特旗公安局交巡大队近日快

速处置一起醉酒驾车肇事逃逸交通违

法行为，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

当日 20 时，交巡大队音德尔镇三中

队辅警杨溢驾车下班途中，看到一起小

型轿车和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电动

车驾驶员受伤倒地，轿车驾驶员弃车逃

跑。凭借长期处理交通事故的经验，杨

溢判定驾驶员一定还有其他违法行为，

他立即报警请求同事支援，并迅速下车

追寻驾驶员。终将满身酒气的驾驶员

赵某抓获，并对企图逃跑的赵某采取强

制措施，同时发动周围群众用手机记录

下全过程。与此同时，事故中队交巡警

也已赶到现场，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经对驾驶员赵某酒精检测，其酒精含量

为 183.42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同时存在肇事逃逸违法行为。

警方迅速查明，当晚赵某到朋友家

吃饭，酒后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不

远不会有问题，遂在醉酒状态下自行驾

车上路。因醉酒后意识不清，在行驶至

神山街政府门前路段时，与王某驾驶的

电动车相撞。赵某在下车查看情况后，

发现电动车驾驶员受伤，因害怕酒后驾

车的违法行为暴露，赵某没有报警，也

没有拨打 120 急救电话，而是选择弃车

逃跑，正巧被刚下班的辅警杨溢看见并

将其抓获。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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