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5日是全
国公安机关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日。当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组织的宣传
日活动中获悉，
2021年，全省公安
机关全力打击防范
经济犯罪活动，取得
了明显成效。全年
共立经济犯罪案件
7306 起 、破 案
4638起、打击处理
犯罪嫌疑人19122
名，发起全国集群战
役32起，受到公安
部通令嘉奖2次、贺
电3次，全省打击经
济犯罪综合绩效居
全国第七位，实现了
稳中有进工作目标。

侦破经济犯罪案4638起 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近2万名

河南重拳严打经济犯罪

5月10日，尉氏县副县长、县公安

局局长李新军深入辖区开展走访，了解

疫情防控、安全隐患排查化解等情况，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大走访大排查”工作开展以来，尉

氏县公安局对照“四访”和“七必查”标

准，深入摸排社会矛盾和各种风险隐

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最大

限度把各类问题化解在小、化解在早。

围绕“三个强化”，强力组织推进。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尉氏县公安局多次

召开党委会和中层干部大会，专题研究部

署，确保行动走深走实。二是强化组织领

导。成立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专门警力实

体化运作，形成局长、政委抓统筹，班子成

员抓分口，股所队室负责人抓具体的齐抓

共管局面。三是强化安排部署。各警种

结合自身实际紧盯治安安全、交通安全等

风险隐患，织密源头排查管控网。

健全“三项制度”，狠抓排隐除患。

一是健全“大走访”制度。尉氏县公安局

治安部门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

“三零”平安创建和“一村一警”工作机

制，深入开展辖区、村庄、行业“大走访大

排查”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要区域潜

在风险隐患，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进行

台账化管理，及时化解、管控。二是健全

“大化解”制度。公安牵头，司法、村委

（社区）配合，根据风险隐患大小，制定具

体措施，及时化解稳控，切实将风险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健全“大回访”制

度。对化解或稳控的风险隐患、危险因

素，实行渐进式“回头看”，严防化解不到

位、管控不及时，诱发新的不良后果，达

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目标。

聚焦“两个集中”，常态开展整治。

一是集中开展治安清查整治。结合常

态化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对辖区犯罪分

子容易藏身落脚、藏污纳垢的出租屋、

宾馆旅店等场所进行滚动式动态清查

和常态化整治。二是集中开展社会治

安巡防。把警力投放到关键位置和薄

弱部位，加强对治安卡点的控制和社会

面的巡逻防控，时刻保持快反状态，有

效遏制各类恶性案件的发生。（靳趁玲）

5月10日下午，在新郑市郑新快

速路和双湖大道交叉口，一辆大货车

因紧急刹车致车厢右侧门打开，所拉

酒糟洒落一地，交通严重受阻。

接到警情后，新郑市公安局交巡

警大队三中队民警刘春安、辅警岳文

远等人立即赶往现场，只见洒落的酒

糟阻挡了大半幅路面，散发出刺鼻的

气味，过路群众纷纷捂起口鼻，绕道而

行，过往车辆也都小心翼翼通过。

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民警

当机立断，与司机合力把满地酒糟清理

至安全地带，同时安排铲车清理运走。

经过半个多小时紧急处理，路面

上的酒糟全部清理干净，消除了安全

隐患，道路恢复畅通。 （贾雅莉）

近日，夏邑县村民杨某某特意赶到

县公安局罗庄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

民警手中，以感谢民警的救命之恩。

4月28日23时，罗庄派出所接到

县公安局110指令，蒋阁村南边有一名

群众掉到公路旁水沟内，情况危急。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这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路沟深

约1.5米，沟内有很多积水。在警车闪

烁的灯光中，出警民警看到一辆电动

三轮车歪倒在路边，一名男子面朝下

趴在水沟内。民警顾不上脱去鞋袜，

立即跳进水沟内，将一身泥水的男子

抬到路面上。经询问得知，男子系蒋

阁村村民杨某某，当天晚上从承包地

干完活后，因家里有急事，急忙骑着电

动三轮车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往回赶。

杨某某患有眼疾，加上晚上光线差，骑

车时不小心跌入了沟内。民警将他救

上来后，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

伤愈后，杨某某特意送来一面

锦旗向民警表示感谢。 （宋欣杰）

近日，南乐县公安局杨村派出所

联合谷金楼派出所连续破获4起水泵

被盗案，有效遏制了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保护了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

今年4月以来，杨村派出所陆续

接到多起水泵被盗警情。由于正值

庄稼灌溉高峰期，严重影响了群众的

农业生产。杨村派出所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人员全力侦破案件。

由于案发地多在距离村庄较远

的农田处，加之嫌疑人选择夜间作

案，给办案民警开展侦查工作带来了

极大的困难。但杨村派出所办案民

警并未气馁，通过细致的现场勘查，

初步判断这多起案件为同一伙人所

为。民警整合线索，在案发周边开展

大量走访排查及视频侦查工作。

5月4日晚，杨村派出所辖区内

再次发生水泵被盗案件，民警趁热打

铁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发现3名人员

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追踪

及摸排走访，很快将3名犯罪嫌疑人

的住所锁定在谷金楼乡，杨村派出所

民警立即与谷金楼派出所进行了情

报交流。在谷金楼派出所的大力配

合下，5月10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李某某等3人成功抓获，并在其家中

查获被盗的水泵等涉案物品若干件。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3

人对其多次盗窃水泵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共涉及4起水泵被盗案。目

前，李某某等3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桑金龙）

“中秋，你脸色不对啊！”5月6日下

午，正在郸城县金丹大道卡点执行任务

的赵中秋脸色发白，汗流不止，同事见

状赶紧问道。

“我肚子疼得厉害。”话没说完，赵

中秋便瘫软在地。

随后，赵中秋被紧急送往郸城县中

医院救治。

疫情反扑，郸城县相继出现阳性病

例，作为和郸城唇齿相依的鹿邑，立即

抽调人员紧急驰援。“这次让我去吧，让

刚从太康支援回来的同志休息一下。”

接到命令后，鹿邑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队员赵中秋主动请缨。5月5日下午，

鹿邑县公安局抗疫救援队33名队员从

鹿邑出发奔赴郸城。

根据郸城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

鹿邑县公安局抗疫救援队负责郸城县

金丹大道卡点执勤。5月6日早上，赵

中秋第一班上岗，站岗巡逻、街面劝返，

认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到了下午，赵

中秋突然感觉肚子隐隐作痛。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闹肚子，但逐渐增强的痛感

让他无法忍受，直到瘫软在地。

在郸城县公安局协调下，赵中秋第

一时间被送往郸城县中医院就诊。经

过检查，赵中秋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

在病房里，医生建议赵中秋先住院治疗

观察，征求他是否同意手术时，赵中秋

拒绝了，他说：“不能手术，我还要回去

站岗！”

5月7日，周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警训中心主任罗海龙前往医院看望慰问

赵中秋，叮嘱他要放下手头工作，安心养

病。赵中秋表示，请领导放心，请郸城人

民放心，病愈后自己将用更加饱满的工

作状态，继续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为

郸城父老站好岗。

（本报记者李殿华通讯员胡森林）

5月13日，项城市举行了驰援项城

抗疫公安民警欢送仪式。市长李飞，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威，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万东伟等领导及市公安局

班子成员参加。

5月5日，项城市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在疫情防控最艰难、最吃力的紧要

关头，周口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

元明带领相关专家赶赴项城搭建工作

专班，夜以继日全程指导防疫工作；周

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温新征，

党委委员、警训中心主任罗海龙，党委

委员、副局长岳志凯分别带队进驻项

城，指导开展流调溯源、卡点布控、社会

面管控等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及时、规

范、准确、高效；周口市公安局迅速组织

局机关党员先锋队及商水、扶沟县公安

局共100余名警力，星夜驰援，一线参

战。历经7个昼夜的艰苦奋战，为项城

夺取抗疫阶段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欢送仪式上，李飞代表项城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人民向抗疫勇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并为大家颁发了荣誉证书。他

表示，项城是抗疫勇士们的第二故乡，

项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的辛苦付

出，随时欢迎大家回来做客。欢送仪式

结束后，在迎宾摩托车队护送下，100

余名抗疫勇士登车出发，胜利返程。

据了解，援项期间，参战民警累计

劝返机动车180余辆，劝阻非机动车、行

人450余人次，接受群众求助30余件

次。 （牛天慧）

为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

发展，近日，宝丰县公安局以“优化营商环境暨

万警助万企”活动为抓手，以开展“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为契机，瞄准助企纾困、助力发展的

目标，立足企业发展实际，优化服务企业举措，

全力保障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保障防疫复产。针对各企业相继复工

复产，对分包企业的必要防护装备和采取的

防控措施进行检查指导，查看企业的出入体

温监测、人员登记、防护消毒等措施是否落

实到位。指导企业加强内部安全和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内部安全。

延伸服务触角。各公安业务窗口单位

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应办尽办”原则，

对企业采取“预约办、网上办、自助办、上门

办、延期办、延时办、错峰办、容缺办”等服务

方式，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便利条件，受到

企业广泛好评。

建立服务机制。建立警企联系机制，第

一时间受理、24小时接受企业求助，随时解

答疑惑、解决难题，真正做到了沟通零距离、

服务心贴心。 （李萌萌陈蕾）

近日，方城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以

涉农民工工资、涉交通事故案件被执行人

为主要目标的集中强制执行活动，集中力

量重点突破一批涉民生案件的执行。

活动开始前，该院执行局局长顾东升

从提升站位、强化担当、务实进取、规范执

行等方面对全体参战干警进行了简要的动

员，执行局副局长贾建锋宣布了活动方案。

此次执行活动经过执行局认真研究、

周密安排，提前划定行动范围，统计拟拘传

人员名单，确认行动路线，准备相关法律文

书，集中调配警力、车辆参与，当天共出动

执行干警47人、车辆11台，在全县范围内

进行全面搜查、精准打击。

由于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共执结案件

18件，拘传到案11人，执行到位标的款

59.7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 （程远景）

为调研《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贯彻落实情

况，近日，南阳市政

协党组成员、一级

巡视员庹军等领导

到邓州市人民检察

院调研指导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图为

参观青少年犯罪警

示教育区。

徐昌明摄

为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近

日，兰考县公安局派

出 100 名 民 警 和

200名辅警投入到

疫情防控一线，最大

限度遏制疫情扩散，

用“藏蓝战袍”筑起

坚实的“防疫长城”。

张景涛摄

5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驻马店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机关民辅警通过

电脑、手机等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张润东摄

近日，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收到了淞

江街道黑龙王庙村民委员会的一封感谢

信。信中，黑龙王庙村民委员会对疫情期间

郾城区法院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8名青年

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

4月15日，黑龙王庙村升级为封控区，

郾城区法院主动担当，派出8名青年干警协

助疫情防控工作。8名干警简单收拾行装

后便投入黑龙王庙村疫情防控工作中，15

天不分昼夜地值守在疫情防控卡点，登记人

员信息，协助进行核酸检测，不厌其烦地对

村民进行宣传劝导。 （刘航 张林军）

宝丰县公安局
优化服务保障
助企复工复产

方城县法院
集中执行涉民生案件

酒糟洒落阻交通 新郑交警除隐患

男子深夜跌入路沟 夏邑民警紧急救人

南乐俩派出所联手 连破四起盗水泵案

项城市欢送援项抗疫公安民警

郾城区法院

助力防疫 收获感谢

“我还要回去站岗！”

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

尉氏县“大走访大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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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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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河南经侦联勤中心研判基

地功能进一步完善，协同研判、模型研发、技

术支持效能进一步发挥，共组织研判专案9

起，成功组织发起一批全国集群战役。

建成省级警税合成研判指挥中心，搭建

智慧平台，划分作战单元，配备专业设备，接

通警税专网，实现警税协作实体化实战化运

行，为全省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提供了重要信

息、技术和情报支撑。

同时，持续做好非法集资预警研判工

作，组建专业团队，开展集中研判，挖掘线索

并落地核查打击。

采访中，省公安厅新闻宣传处负责人

告诉记者，2021年，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

持续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攻坚战，全省

新立非法集资案件148起，移送起诉146

起，办结率98.7%；办理积案85起，移送起

诉83起，办结率97.7%，打击绩效全国第

二。

在深入推进“歼击21”专项行动中，共侦

办地下钱庄犯罪案件137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1789名，发起全国集群战役8起、数据协

同17起。深度开展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

动，共立案件924起，破案387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369人。

公安系统坚持“境内发力境外突破”理

念，通过扎实过硬基础工作，“猎狐2021”专

项行动共抓获境外逃犯23名。同时，因地

制宜、因情施策，认真组织开展“大清查大巡

防大整治”专项行动和“雷霆7号”“雷霆12

号”等行动，抓获网上经侦逃犯220余人，破

获了一大批久侦不破的案件。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积极配合开

展地方金融领域风险化解，组织全省农信社

不良贷款集中清收打击骗贷专项行动，共立

案2253起，抓获2030人。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的决策部署和厅党委关于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动的工作安

排，由经侦部门牵头开展全省公安机关“两

清一禁”工作，共组织民警14300余人，包联

企业15209家，走访企业14452家 45266

次，发现解决问题6156个；坚持罪刑法定、

循正纠偏原则，对既不依法推进诉讼程序，

又不及时依法撤销案件的“挂案”、积案，开

展集中梳理、清理整治，切实维护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

据介绍，围绕建设法治经侦建设目

标，紧盯执法重点环节，建立完善执法监

督和风险评估体系，加大经侦执法队伍教

育培训力度，大力推进经侦执法规范化建

设，全省公安经侦部门“执法办案效率、执

法规范化水平、执法公信力、执法满意度”

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李殿华通讯员李倩倩代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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