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吴松霖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新化县公安局上梅派
出所持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上门补
录指纹、帮扶救助群众、开展禁毒、反“电诈”宣传……积
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持续宣传禁毒反“电诈”
4 月 14 日及 16 日，上梅派出所民警陈明辉、吴松霖

等人分别在上梅街道北塔学校、园株岭社区开展禁毒、反
“电诈”讲座。 4 月 20 日，该所副所长晏明等人在上梅街
道福景山社区居民小区开展禁毒、反“电诈”等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以发放宣传资料、以案说法等形式，向
群众讲解毒品的特点、危害及如何预防等知识，让广大群
众意识到沾染毒品的危害性， 进一步提高群众拒毒防毒
的能力。 同时， 民警结合最新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件的特
点，向群众讲解电信诈骗的危害及防范知识，让群众学会
辨别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以提升防范意识和能力。

上门为居民补采指纹

4 月 16 日，上梅派出所所长曾赞辉带领户政中队工
作人员深入上梅街道东外社区， 来到多名行动不便的老
人、残疾人的家中开展二代身份证指纹补采服务。针对指
纹模糊的老年人，民辅警耐心为老人一遍遍擦拭手指，涂
抹护手霜，最终成功采集指纹信息。 93 岁的老人张孝莲
感谢民警的暖心服务，一个劲地说：“麻烦你们了，特意跑
一趟，还那么耐心地帮忙采集，谢谢。 ”

上梅派出所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服务理念，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不断推动工作在细处进步、向实
处提升，力争让群众在每一件业务办理中体会到温馨、感
受到暖心、收获到满意。

破获抢劫案追赃挽损

2019 年 12 月 20 日，辖区周某香在福景山社区某康
复按摩院内被人抢走 3 个黄金手镯、1 个黄金戒指、1 条
黄金项链，民警通过多方侦查，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彭某
新。

今年 3 月 16 日下午，犯罪嫌疑人彭某新落网。 经审
讯，彭某新对抢劫周某香黄金首饰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交代将抢来的金器卖给了冷水江市的两个黄金店。 随
即，民警前往冷水江，为受害人追回损失 1.8 万元 ，该案
还在进一步侦办。

上梅派出所切实将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共梳理解决群众意见建议 25 条，开展进村入户上门补采
指纹活动 3 次，禁毒禁赌、反“电诈”宣传活动 8 次，救助
老人小孩 9 人，携手“上梅红”开展义务志愿服务活动 10
次，组织治安突出问题清查整治行动 11 次，破获各类侵
财类刑事案件 10 起，刑拘犯罪嫌疑人 11 人，为群众追赃
挽损 11 万多元。

上门开展居民二代身份证指纹补采。

犯罪嫌疑人落网。

工作中的朱奇。

上梅派出所：立足岗位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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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刑侦民警的担当与智慧
———记冷水江市公安局网技大队大队长朱奇

2020 年 10 月 ， 朱奇调
任冷水江市公安局网技大
队大队长。 在熟悉新岗位的
过程中 ，朱奇凭借多年从事
刑警工作形成的敏锐嗅觉 ，
成功侦破全省首起国考舞
弊案 ， 在郴州等地抓获邓
某 、王某 、阳某等 5 名犯罪
嫌疑人。

当年 10 月中旬，朱奇根
据线索发现有人通过 QQ
群贩卖国考考试答案。 通过
组织大队民警对海量数据
分析研判 ，朱奇发现嫌疑人

在各个 QQ 群里发布出售
国考答案的消息 ，之后将需
要国考答案的考生拉进另一
个 QQ 群，在考生支付相关
费用后，又将这些付费的考生
拉入专门的答案 QQ群，待考
试开始后， 嫌疑人再向该专用
QQ群里的考生发送答案。

在将该团伙作案手段厘
清后， 朱奇进一步分析研判
发现该团伙组织严密， 分工
明确， 作案范围涉及全国各
地，且区域化犯罪特点明显，
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极强。 经

历 20 余天的专案攻坚后，朱
奇带领大队民警找到了确定
该案主要嫌疑人身份的突破
口 ，进而确定了娄底 、郴州、
长沙、 武汉等区域内的主要涉
案人员数十人，最终破获该案。

作为一线民警， 朱奇一
直忠于职守， 创造性开展工
作，不辱使命不畏艰辛，体现
出敢啃硬骨头的刑警本色和
顽强的侦查意志与毅力 ，在
公安工作最前线， 他始终如
一地奉献出光和热， 发挥着
尖刀奇兵的作用。

通讯员 谢继长

41 岁的朱奇现任冷水江市公安局网技大队大队
长。 从警 16 年来，他历任城区派出所民警 、刑侦民
警、刑侦中队长、刑侦副大队长和网技大队大队长，
一直处在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整治重大刑事犯
罪的最前沿,是打击违法犯罪的急先锋、惩恶扬善
的“拓荒牛”。 在 15 年的刑侦生涯中，朱奇多次荣
立个人三等功、全省百优公安民警、全省扫黑除恶
先进个人、全市优秀刑警、青年卫士等诸多荣誉，破
获了 2009 年除夕投毒案、2010 年“4·1 雇凶杀人案”
等，在 2011 年“11·16”特大持炸药绑架勒索案件中，
朱奇面对面与犯罪嫌疑人周旋， 斗智斗勇最终将嫌疑
人抓获，彰显出一名刑侦民警的担当与智慧。

连根拔掉诈骗团伙

2016 至 2017 年 ， 冷水
江市发生多起骗取公积金
贷款的诈骗案，朱奇发现线
索后 ，立即带领大队民警展
开摸排 ，侦查发现此类案件
系犯罪嫌疑人以异地购房
为名，通过在网上注册虚假
网站 ，录入公职人员购房信
息，然后提供给公职人员购
房合同 ，购房发票 、房产证
等相关虚假资料，迷惑住房
公积金工作人员为公职人
员办理提取手续的网络诈

骗行为 ，严重扰乱了住房公
积金办理秩序。

朱奇通过深入分析发
现 ，这些个案背后存在一个
庞大的诈骗产业链 ，形成了
多层金字塔结构的推广分
销网络 ，该团伙根据需求可
以定制 “备案登记”“购房两
证”“大病互助 ”等项目的全
套伪造资料，制造虚假合同、
发票等申领资料 ，伪造房管
部门公章和查询网站 ，诈骗
住房公积金， 从中抽取 20%

的份额作为报酬。
经过长时间的海量数据

分析研判， 朱奇将该团伙涉
及北京、云南、长沙、邵阳、娄
星、 岳阳等地的团伙结构及
成员身份确定 。 2017 年 12
月 30 日 ，朱奇将该团伙的
上线孙某武抓获 ，在 15 天
内又将分布在各地的其他
20 余 名 团 伙 成 员 依 次 抓
捕归案 ， 摧毁了这个危害
全 省 乃 至 全 国 的 诈 骗 团
伙 。

对村霸街痞一打到底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 朱奇带领扫黑中队，充
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把
打击锋芒牢牢对准 “涉村 ”
类黑恶犯罪 ， 取得显著成
效。 在朱奇的带领下，扫黑
中队一举打掉了操控村级
政权，长期利用村委会敲诈
勒索、横行乡里的渣度镇双
丰村支书张某仟恶势力集
团；将长期盘踞冷水江禾青
镇、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的
肖某清恶势力集团绳之以

法， 有力维护了一方稳定 ，
净化了基层政务环境。

2018 年，已从事扫黑除
恶工作 8 年之久的朱奇，又
紧锣密鼓带领专案组侦审
由娄底市公安局指定管辖
的“2018.3.27”涉黑案。 该案
案情复杂， 涉案事实多，涉
及面广 ，被省检察院 、省公
安厅挂牌督办。 在朱奇及专
案组的艰辛努力下， 历时 3
个月 ， 破获案件 100 余起 ，
查明涉及寻衅滋事、聚众斗
殴、赌博、非法持有枪支等 20

余个罪名， 抓获组织成员 40
余人，移送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违纪违法线索数十条。

在朱奇等人的不懈努
力下， 9 年时间内， 冷水江
市公安局共打掉恶势力团
伙 50 余个 、 恶势力集团 2
个 、涉黑组织 1 个 ，抓获涉
黑涉恶人员 500 余人。 这些
年来，冷水江市街头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等案件明显减
少 ，抢夺案 、街头命案实现
了零发案， 群众的安全感 、
满意度明显增强。

侦破全省首起国考舞弊案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