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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强兵履使命
邵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全市火灾特点及地域实际， 按照有计划、

勤比武、严考核、多测试的练兵模式，积极部署推进全员岗位大练兵。 近
日，支队政委李孟军率党委成员现场督考，并就当前队伍管理教育及训
练情况与所有参训人员面对面谈心，鼓舞士气。

李孟军表示，灭火救援指挥部要狠抓业务技能培训，加强对全体指
战员的装备器材日常训练、紧急避险体能训练，全方位强化安全施救意
识，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 只有勤练技能，苦练本
领才能更好地完成各项急、难、险、重的灭火救援任务，才能向社会展现
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的风采。

通讯员 赵敏捷 王娟

他一直坚守在打击通讯网络违法犯
罪的最前线， 破获各类通讯网络诈骗案
件 1000 余起 ， 劝阻被骗群众 700 余人
次，追赃止损金额高达 3000 余万元。 他
就是宁乡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信诈骗
侦查中队中队长周游，人称“反诈达人”。

学习、分析研判案件“两不误”
2018 年 8 月，宁乡市一位市民早晨

起床后， 发现手机在半夜收到多条验证
码，查询银行卡账户后发现少了近万元，
银行卡莫名被盗刷了。同一天，又有多名
同类型受害人报警。接警后，周游与同事
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研判， 找出受害人
的共同点，随后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
获，破获了我省首例此类新型诈骗案件，
此时距离案件发生不到 10 天。

“破门而入的瞬间，犯罪分子正在利
用设备进行短信拦截， 为了防止犯罪嫌
疑人破坏作案现场， 我们第一时间制服
了他。 ”2018 年，周游和同事破获了一起
新型网络盗窃案， 犯罪嫌疑人通过拦截
手机短信获取个人信息， 最后达到盗刷
银行卡的目的，“在现场， 我们看到一台
连着拦截设备的电脑， 正在不断地读取
手机短信， 能够如此顺利控制住现场和
嫌疑人，特别激动”。

“每办理一次案件 、每一次出差，他
都会将经验记在笔记本上， 业余时间就
可以分析研判，从而不断提升能力。 ”能
够迅速侦破各类案件， 和周游突出的个
人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同事李

晓懋心中，他就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每
次见到他不是在分析研判案件， 就是在
阅览室翻阅文献。

60天跨越 20多个省市地区
“反‘电诈’就好比和骗子赛跑，犯罪

手法不断升级，花样不断翻新，如果不去
学习，就难以破案。 ”在周游看来，只有不
断学习，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在一起系列盗刷银行卡专案中 ，周
游通过对 20 余名受害者地分析和追踪，
进一步调查发现参与“促销活动”的人竟
高达 300 余人， 在逐一通知他们挂失银

行卡、 改密码的同时， 他连续加班奋战
40 多个日夜，奔赴 10 余个城市，将犯罪
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打开周游的手机， 可以看到他在全
国各个城市的足迹， 许多案件侦破需要
长时间的摸排、蹲点、出差，为了追寻线
索，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一出门就
是十几天，甚至几个月。

在侦破部督“118”案件过程中，周游
和同事用 3 个月的时间，跨越了 20 多个
省市地区，从边境到内陆，一一进行信息
核实，将一个从开卡、收卡、贩卡再到诈
骗的犯罪产业链成功摧毁，抓捕了 60 名

犯罪嫌疑人。
“每到一个地点，我会习惯性在那里

打卡拍照， 目前手机地图已经点亮了大
半个中国了。 ”周游笑着告诉笔者。

只为保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
其实，反诈工作不仅仅是破案抓人，

更为重要的是预防诈骗。 针对骗子偏爱
电话冒充公检法电话 “遥控” 受害人到
ATM 机打款这一特点，周游主动联系各
个辖区派出所与各个银行、 各个村组网
点建立了 92 个“警银联动劝阻群”“乡镇
防骗劝阻群”，每天早中晚他会准时在群
里报道，定时提醒。

如今，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更新
升级，剧本也写得越来越好，周游和他的
团队在劝阻受骗群众时，经常遇到困难，
有的事主会直接挂掉电话， 有的更相信
骗子，有的甚至把他们当成骗子。 但是，
为了保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 周游能曲
能伸，他总是说，只要结局令人满意 ，这
点委屈不算什么。

2008 年从警至今， 在办案过程中，
劳累、辛苦不必多说，不被理解 、受委屈
更是家常便饭，每当遇到这些，周游总会
回想自己的梦想，坚定脚步再出发。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 ‘天下无
诈 ’， 今后我会朝着这个目标拼搏 、奋
斗。 ”周游在谈到自己工作时，总是特别
骄傲； 对于自己的付出， 他觉得很有价
值。

曾昊明 冯胜

让诈骗者无处藏身
———记宁乡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达人”周游

周游（右一）与同事接受被害人赠送的锦旗。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海明）近日 ，笔者
从武冈市消防救援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消
防监督员连续多日对近期作出停业罚款
处罚的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主要核查单
位停业及隐患整改情况。

2020 年 12 月以来， 武冈市消防救援
大队持续加大消防监督执法力度，全力以
赴整治消除火灾隐患，重点对辖区未经消
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的单位进行了摸底
排查。 检查中发现存在未经消防安全检查
擅自营业、消防设施故障、安全出口上锁、
消防通道堵塞等火灾隐患。

对此 ， 武冈市消防救援大队铁腕执
法，高压治患 ，对存在未经消防检查擅自
营业、消防设施故障等隐患的单位实行停
业罚款， 对存在消防疏散指示标志故障、
疏散通道不畅等隐患的单位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责令单位迅速整改。

2020 年 12 月 25 日，武冈市消防救援
大队在对某商业连锁超市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

用、营业，违反了《消防法》第 15 条第 2 款
之规定。 根据《消防法》第 58 条等有关规
定，武冈市消防救援大队给予了该店责令
停产停业 、 并处罚款人民币 9 万元的处
罚。

今年 1 月 9 日，武冈市消防救援大队
检查发现位于迎春亭办事处乐洋路某商
业连锁超市部分楼梯间、走道堆放大量杂
物，占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影响安全疏
散，根据《消防法》第 60 条规定，给予该店
罚款人民币 5500 元的处罚。

今年 1 月 13 日， 武冈市消防救援大
队检查发现展辉中央新城某湘菜馆未经
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违反
了《消防法》第 15 条第 2 款之规定。 针对
违法行为 ，现场填写了 《消防监督检查记
录》，对法人潘某某、员工夏某旭进行了询问，
并拍摄了隐患照片，现场录制了执法视频。 经
过大队集体议案决定，根据《消防法》等有关
法律规定， 给予了某湘菜馆责令停产停业并
处罚款人民币 30100元的处罚。

对隐患单位进行处罚的同时，武冈市
消防救援大队积极上门服务，指导相关单
位整改消除隐患，按程序申报消防验收和
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百日行动期间，
武冈市消防救援大队本着除火患、保平安
的原则，积极联合公安、住建、文旅广体和
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辖区街道、乡镇的社会
单位进行 “地毯式 ”排查，实行 “一处一处
查 、一家一家过”，全力消除火灾隐患 ，主
动整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营造良好
的消防安全环境。

全力攻坚除火患 铁腕执法保平安
武冈 2家单位未经消防检查擅自营业被停业罚款 ■图片新闻

遗失声明
刘均辉，李良燕因保管不善，将双国用 2011

字第 118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证作废。 �

遗失声明
朱奇姣，谭继承因保管不善，将双国用

2012 字第 1260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双房权
证 2012 字第 0341 号房产证遗失 ，根据 《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证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