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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主送锦旗
感谢民警速破窃案

“雷霆出击，破案神速。 民警
对得起这 8 个字，感谢你们！”1 月
18 日，市民米先生、余女士夫妇为
辰溪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民警
送来锦旗， 感谢警方快速破获一
起盗窃案帮他们追回失物。

此前， 辰溪县辰阳镇育才小
区米先生家被盗价值 5 万多元的
金首饰和 1000 元现金，接到报警
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
过缜密调查走访， 民警最终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聂某猛和龚某宝 ，
不久将二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两
名犯罪嫌疑人对入室盗窃行为供
认不讳， 经鉴定， 被盗首饰价值
50170 元。 目前，辰溪县公安局已
对犯罪嫌疑人聂某猛、 龚某宝刑
事拘留。

孙海波

怀化市公安局端掉
一个电信诈骗窝点

近日， 怀化市反电诈中心与
怀化市公安局网技支队民警经过
摸排， 发现在麻阳县辖区内有一
个利用 GOIP 实施电信诈骗犯罪
的窝点。 经过数日调查，警方于 1
月 14 日晚在麻阳县锦和镇抓获
犯罪嫌疑人陈某、张某，现场查获
GOIP 设备 1 台 ， 笔记本电脑 1
台，电话卡 50 余张。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张
某如实交代， 他们在明知上游团
伙从事电信诈骗的情况下， 仍将
GOIP 设备架设在麻阳县内，为诈
骗团伙提供通讯帮助， 从中非法
获利。

目前， 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

翟维仕

儿子饮酒
父亲准驾不符被查

1 月 18 日， 怀化市交警支队
直属四大队在开展中南片区百日
行动统一行动周中， 发现一位只
有摩托车驾照的父亲驾驶小车载
着喝了酒的儿子回家。 日前，这位
准驾不符的父亲被警方依法处
理。

当晚， 四大队在怀铁二中门
前路段开展夜查酒驾专项整治行
动 。 18 日 0 时 08 分 ， 民警对湘
NK***2 的小型驾车例行检查时，
发现驾驶人易某准驾不符 （只有
摩托车驾驶证未取得小车驾驶
证），且摩托车驾驶证还存在违法
未处理、驾驶证暂扣期间驾车、逾
期未换证等违法行为。 经询问得
知： 驾驶人易某和儿子一起去参
加聚会， 由于儿子饮酒后不能驾
驶机动车， 自己便开车将儿子送
回家后独自开车回家， 没想到遇
上了交警查车。

陈婉君

沅陵警方持续深化行业场所管理
为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六清”行

动精神，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连日
来， 沅陵县公安局聚焦重点行业场所突
出问题， 扎实开展社会治安领域专项行
动，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净化社
会治安环境。

近日， 该县城南派出所组织警力对
辖区的机动车修理行业登记在修机动车
的基本信息、 在修机动车相关信息上传
系统情况进行了检查， 并详细查看了汽

车配件及易燃类油瓶的安全存储等情
况。当天共检查汽车修理厂 6 家，对未按
规定登记机动车辆信息的 6 家企业进行
了行政处罚， 进一步完善机动车修理行
业管理，规范经营秩序，提高机动车修理
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治安大队联合城东派出所对辖区重
点行业、 场所开展全面清查整治。 检查
中，民警对娱乐场所的消防器材、安全通
道等治安防范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隐患

问题是否整改到位进行了细致排查。 同
时对扫黑除恶行业清源工作进行宣传 ，
鼓励大家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身边的乱
点乱象线索。

截至目前， 该局共查处未按规定实
名制登记旅馆 50 家，未按规定登记机动
车辆信息机修业 25 家，未落实内部治安
保卫措施单位 34 家，其中依法行政处罚
75 起，责令整改 34 起。

郭双佳

“打卡”警营
平安同行

近日，会同县公安局开展
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二完
小学生及社区代表零距离感
受警营风采。在县公安局一楼
大厅，交警、森林、侦查、防控、
禁毒等多个部门的民警讲解
了关于酒驾 、禁捕 、预防电信
诈骗、毒品的危害等日常安全
小常识。 在 110 指挥中心，民
警向大家介绍了指挥系统的
功能。 在特警训练中心，特警
队员表演了擒敌拳、警用棍术
和个人极端事件处置演练，博
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学生们
还近距离参观了手枪、 步枪、
狙击枪等武器警械装备，民警
详细讲解了枪械的使用。此次
警营开放日活动增强了群众
对公安工作的了解，赢得了大
家的好评。

粟倩文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举
行了 2020 湖南“最美基层民警 ”发布仪
式 ,向 10 名全省 “最美基层民警 ”和 10
名全省“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获得者颁
发奖杯。 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侦查中心
教导员杨海卿获“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

从警 20 年来，杨海卿始终冲锋在一
线， 从 2014 年担任禁毒大队长至今，共
参与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325 起， 刑拘毒
品犯罪嫌疑人 344 名 ， 查处吸毒人员

1456 名，缴获各类毒品 50878.68 克。 因
工作成绩突出，他先后获二等功 1 次，三
等功 3 次，嘉奖 4 次。

“不管工作中会遇到多少艰险，我都
无所畏惧，因为穿了这身衣服，就得践行
使命。 ”杨海卿说。

为推出一批在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
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以及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决战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的
优秀基层民警，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

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民警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良好精神
风貌。 根据中宣部、 公安部统一安排部
署 ，2020 年 10 月 ，省委宣传部 、省公安
厅联合组织开展全省“最美基层民警”推
选活动 ，经 逐级 推 荐 、宣 传 展 示 和 集
中评审， 最终评选出 20 名民警分获 10
名全省“最美基层民警”和 10 名全省“最
美基层民警”提名奖。

罗佳

近日，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城中
派出所户籍室民警李潇收到辖区居民
丁大爷写来的感谢信，以感谢其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

原来，2020 年 12 月，丁大爷到城中
派出所户籍室办理户籍业务，要求更改
年龄， 丁大爷在 20 年前变更一代身份

证时将年龄写错了，导致现在退休很多
福利因年龄未达到不能享受，现在想把
年龄更正过来。因时间太长 ，原始资料
丢失 ，丁大爷 10 年前就申请过一次 ，
没有办理好 ，现在想再申请一次 。 了
解情况后 ，户籍民警李潇耐心地将需
办理的程序和资料讲述给丁大爷 ，丁

大爷年龄大记性不好 ，李潇还特意将
资料打印出来交给他 ，帮助其准备好
材料 ， 并马上将情况向上 级部 门 汇
报 。 在李潇的帮助下 ， 半个月后 ，丁
大爷顺利更正了年龄，拿到了新的户口
本。

罗胡纯

“穿了这身衣服，就得践行使命”
芷江民警杨海卿获湖南“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

■图片新闻

户籍警收到社区居民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