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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警出击

警事传真

政法动态

盟公安局监管支队

真心办实事获称赞
本报讯（佟志伟）“十分感谢兴安

盟 公 安 局 党 委 对 全 盟 律 师 工 作 的 支
持，在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和保障
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
畅通意见建议沟通反馈渠道。”8 月 3
日，兴安盟律师协会会长纪海奎来到
盟公安局，向盟公安局相关领导说出
一番诚挚感谢的话语。随后，纪海奎
代表兴安盟律师协会将一面“教育整
顿树正气 尽心尽力办实事”锦旗赠予
盟公安局监管支队，感谢监管支队聚

焦协会需求，为律师会见提供优质高
效服务。

盟公安局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我为群众
办实事”作为重要内容，开通公安民生
服务平台，出台“放管服”优化营商环
境便民利企各项措施。盟公安局监管
支队与律师协会积极沟通推进，采取简
化审批流程，扩建律师会见室等务实举
措，为律师会见在押人员提供高效、优
质服务，受到律师协会的一致好评。

扎旗公安局交巡大队

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于天宇）进入暑期以

来，扎赉特旗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为提
升师生群体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
少暑期涉及中小学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做好暑期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组织举办了“警营开放日”活
动，邀请辖区中小学师生、家长代表走
进交巡大队音德尔镇三中队，让师生
近距离感受警营文化，了解交管日常
工作，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推进文明交
通共建共享。

活动中，交巡警带着师生、家长参
观了办公区、宿舍、食堂、警用装备室、
违法信息采集室等场所，让师生、家长
们全方位了解交巡警的日常工作环境。
在交通违法处理大厅，交巡警结合群众
日常办理的交通违法处理业务，现场讲
解了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及其危害，通

过讲授交通法律法规，指导大家文明守
法出行从“我”做起，维护良好交通安
全出行秩序；在事故处理办案中心，交
巡警向师生、家长们简要介绍了事故处
理及办案流程，并组织参观酒驾询问室
等工作区域；在警用装备室，师生、家长
们依次观摩了单警装备、呼气式酒精测
试仪、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先后向
大家演示了各类警用设备的操作流程，
并邀请学生们进行实际操作。

活动期间，交巡警还为学生们穿上
了“小交警”服装，带领他们学习常用
交通手势，让他们提高“知危险　会避
险”的能力。通过此次学习参观，师生、
家长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切身体会到
了“小细节”关系“大安全”，交通安全
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做文明出行
的好学生、好市民。

中旗多部门联合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于风波）近日，科右中旗政

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
22 家单位在巴彦呼舒镇图什业图广场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法治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摆放宣传展板、设立
咨询台、发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资料、接
受群众现场咨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详

细讲解了非法集资的特征、表现形式、常
见手段和法律责任，并结合典型案例进
行以案说法，揭示了非法集资的欺骗性、
风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引导群众珍惜资
金安全，远离非法集资。活动中发放《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民法典》《民
族区域自治法》和扫黑除恶等宣传材料
5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50 余人次。

乌市纪委监委

“一述职四监督”工作法提效能
本报讯（王楠）乌兰浩特市纪委监委

以“以案促改治理年”为抓手，充分发挥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聚焦
问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通过“一述职
四监督”工作法，在监督的协同性系统性
实效性上下功夫，有力提升监督效能。

坚持“双月述职”，通过公开述、当面
评、督促改，在“红脸出汗”中压实监督
责任；围绕各单位各部门权力运行的关
键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的风
险点，完善“菜单式”监督模式，固化“清
单—督办—整改”流程；坚持常态化开

展“组团监督”，有效破解人手不足、监
督过程中人情压力较大等问题；坚持反
向监督，把监督重点直接下沉到最基层，
反向发现市直各职能部门履责方面存在
的问题；坚持巩固“经纬监督法”成效，
不断加强属地监督作用发挥，在上下联
动、一体推进中形成强大监督合力。

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明察暗访 96
次，参与检查 173 人次，日常监督检查
227 余次，发现问题 63 个，组织处理 2
人，发放通报、问题反馈函、整改通知书、
纪律检查建议书 15 份，开展各类警示教
育 9 批次 7100 余人。

一男子无证醉驾上高速被抓
□记者  于天宇 

一名“胆大”的男子，在未持有有效
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醉酒状态驾驶
保 险 过 期 的 车 辆 上 高 速 公 路，被 高 速
交 警 二 支 队 天 骄 大 队 执 勤 交 警 查 获。 
日前，天骄大队机场中队交警在 G5511 集
阿高速公路 1062 公里前旗收费站出口处
例行检查时，拦停一辆即将驶出科右前旗
收费站的小型汽车，当驾驶员降下车窗后，
从车内飘出刺鼻的酒精味道，执勤交警立
即要求驾驶员将车辆熄火，下车进行酒精
检测。

见此情形，驾驶员神情异常紧张，语无
伦次地称自己是前一日喝的酒。执勤交警
又将驾驶员送至前旗人民医院进行了血样
提取，检测酒精含量，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 182.14mg/100ml，属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

面对酒精检测结果，驾驶员承认了其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执勤交警
得知该名驾驶员系克某某，当日跟朋友喝

完酒后独自驾车在 G5511 集阿高速公路上
行驶，不料被执勤交警查获。当执勤交警
要求克某某出示机动车驾驶证时，克某某
再一次称自己未携带机动车驾驶证。执勤
交警通过查询，发现克某某并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且所驾驶车辆保险也已经过期。

对此，执勤交警将驾驶员克某某送往
天骄大队办案区进一步处理。

因克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
后驾驶保险过期的机动车，天骄大队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克某某三项违法行为合
并处罚。克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道路交
通违法行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天骄大队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对其予以刑事拘留的处罚；克某某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天骄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予以罚款 2000 元
的行政处罚；克某某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
强制保险的违法行为，天骄大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
其予以罚款 1900 元的行政处罚。

一名网逃人员在乌市落网
本报讯（记者 于天宇）一名因涉嫌诈骗被

河南省警方列为网上追逃人员的男子，在乌兰
浩特市公安局交巡大队车管所业务大厅违法
处理窗口处理交通违法业务时，被民警合力抓
获。

日前，车管所业务大厅违法处理窗口民警
在处理一起交通违法业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的
机动车驾驶证信息无法办理相关业务。民警
通过信息核查，发现该名男子为网上在逃人员

单某。事发突然，为防止该网逃人员有所警觉
后逃跑，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沉着应对，立即向
该名男子解释因系统故障暂时无法办理业务，
请其在旁等待十分钟，待系统重启后便可进行
办理。随后，民警悄悄将此紧急情况向分管领
导汇报。在进一步确定该名男子确为网上在
逃人员后，交巡大队立即组织民警对嫌疑人进
行监控，同时与案件中队取得联系，案件中队
民警换上便衣后立即到达车管所业务大厅，以

办事群众身份向网逃人员单某靠拢，待时机成
熟后，合力将单某控制，并将其带往办案区进
一步处理。

经核查，犯罪嫌疑人单某，辽宁省东港市
人。今年 2 月 23 日，单某在河南省西华县因
实施诈骗被当地公安机关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目前，乌市公安局交巡大队已将犯罪嫌疑
人单某被抓获的情况通知河南省警方，并将其
依法刑事拘留。

增强群众防骗
“免疫力”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北
郊派出所持续深入辖区各企事业
单位、商场、社区等地，开展“国家
反诈中心”APP 安装使用宣传工
作。

民警通过“面对面、一对一”
的方式，向辖区群众讲解示范“国
家反诈中心”APP 注册及使用方
法，通过群众易接受理解的方式
详细介绍“国家反诈中心”APP 及

“96110”全国反诈电话的功能，引
导广大辖区群众要提高警惕，增强
防骗“免疫力”，遇有可疑情况第
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及时
止损。         　记者  于天宇  摄

街头扫码送礼品有“猫腻”
□记者 于天宇 

近日，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在乌兰浩特市
“冒头”，诈骗分子以扫码“免费领取”作为诱
饵，随后引诱受害人进群，诱导其进行刷单等
一系列操作，对部分防范意识较差的群众进行
诈骗。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再次发出
防骗预警，提醒市民谨防微信群兼职刷单骗
局。

连日来，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连续接到
10 余起群众报案，称兼职刷单被骗。反诈中
心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被骗群众均是在亲友微
信群或朋友圈扫描“兼职刷单”的二维码，进
行系列操作后才被骗的。根据这一特点，反诈

中心民警通过分析、研判，发现在被骗群众所
在微信群内发布“兼职刷单二维码”的人员，
均是在百货大楼附近逛街时，为了“免费领取
毛绒玩具”而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了两名
男子提供的“兼职刷单二维码”。

于是反诈中心民警立即进行摸排取证，并
通过系列技术手段迅速锁定了两名诈骗嫌疑
人张刚（化名）、王蒙（化名）的活动轨迹，并在
兴安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将在百货大楼附近
准备再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张刚、王蒙抓获。
经讯问，张刚、王蒙如实交代了其为了获取利
益，以向路人赠送毛绒玩具等礼品为诱饵，哄
骗过往群众转推“兼职刷单 月入万元”的二
维码，为犯罪分子提供诈骗对象的犯罪事实。

据统计，张刚、王蒙二人通过“扫二维码
赠送毛绒玩具”的手段，先后引诱 80 余名居
民扫码扩散，导致 10 余人被骗。目前，张刚、
王蒙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乌
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提醒广大市民，
如再遇到“扫码免费领取礼品”的信息，并要
求加微信群、刷单赚取回扣时，务必要提高警
惕，避免因贪图蝇头小利而落入刷单骗局。也
不要轻易将个人信息提供给“客服人员”，更
不要按照对方指示操作。在未确认真伪的情
况下，做到不透露、不轻信、不转账。如果发现
对方身份、信息可疑，请及时报警。

为民初心“警”记在心
——突泉县公安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侧记

□记者　于天宇

一心一意办实事，一点一滴践初心。突泉
县公安局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暖心事，群众所关心的
每一件小事，都成为他们心之所系。各部门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以真情服务温暖民心，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和
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切实提高工作水
平，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闹心事，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门纳谏  为民办实事
工作中，突泉县公安局积极“开门纳谏”，

组织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警民座谈会，倾
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难题。该局组织召开
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法院人民陪审员、律
师、教师、企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参加。参会
代表结合实际从公安队伍管理、业务工作、便
民服务、规范执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18 条，为队伍教育整顿和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出了“良方”。

为增强为民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该局
定期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倾听民声、了
解民意，梳理汇总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办案、
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形成
问题清单，实行挂账销号，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各基层所队结合“百万警进千万家”、反
诈宣传等工作，积极开展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进农村、进校园等“五进”活动。通过座
谈会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倾听群众意见，
了解基层和群众的所需所盼，了解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
3 月份以来，该局各所队共入户走访群众

1100 余人次，发放安全防范宣传资料 1 万余
份，征求各类意见 50 余条，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办好事办实事 600 余人次。

打防结合  为群众护平安
7 月 4 日上午，突泉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联

系育文派出所在公园、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民警发放宣传
材料 5000 余份，现场讲解诈骗的种类、特点
及预防措施，增强辖区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
能力，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守牢平安底
线、筑牢平安底色。

3 月份以来，该局组织民警深入广场、社
区、早市、学校等地，广泛开展防范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发放印有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宣
传单 6 万余份，向群众揭露新型电信诈骗的
作案手段、规律特点，提高辖区群众防骗意识
和甄别能力。

在抓好防范宣传的同时，该局十分注重对
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今年 4 月，突泉县公安
局在“断卡”行动中发现一条向境外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集团出售银行账户的重要线索。该
局抽调多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进行秘密
侦查，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 5 名。截至 6 月底，
突泉县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专项行
动中，累计抓获涉案嫌疑人 46 名。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进一步预防和打
击辖区违法犯罪活动，确保辖区社会治安秩
序稳定，突泉县公安局积极开展易发案部位

的巡逻防控工作，组织办事处、社区、楼院长、
治安积极分子等在重点时段、路段，科学安排
警力，以步巡、车巡相结合的巡逻方式，全面
开展巡逻工作，增强巡逻覆盖面，提高见警
率，及时发现和消除辖区的不稳定因素和存
在的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活
动空间，降低发案率。

点滴见真情  服务零距离
7 月 25 日 13 时许，一名环卫工人搀扶着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到突泉县公安局育文
派出所，称老人找不到家了。民警先给老人
喝水，又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老人无法说
清家庭住址及家人信息。民警最终在公安局
相关警种的协助下，找到了老人家人的联系
方式。老人的女儿赶到后，看到母亲安然无
恙，对民警连连称谢。6 月 7 日 15 时许，一名
高中生急匆匆地来到突泉县第一中学考点公
安执勤点求助，称其身份证丢失，请求民警帮
助。正在执勤的特警队员李彬立即联系育文
派出所户籍民警，开辟绿色通道，为该名考生
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使其能够顺利参加考试。

一件件小事体现的是突泉县公安局民警
将为民服务作为己任、把热心助民作为工作
准则的为民情怀。

为推深做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突泉县公
安局出入境、户籍等窗口单位结合工作实际，
创新推出“就近办”“一次办”“网上办”“一
站办”“跨省办”等警务前移优化服务举措，
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愁难急盼问题，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我帮你进行时   我帮你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