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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消，我们不退，等到疫情结
束那天我们再回家团聚 。 ”2020 年新冠
疫情暴发后， 边陲对在湘潭市中心医院
传染科任职护士的妻子罗佳说。 当时，连
夜将两个孩子送到父母家后， 湘潭市公
安局高新分局巡逻反恐防暴大队教导员
边陲和妻子就各自返回了工作岗位 ，携
手并肩守护莲城百姓安宁。 这也是边陲
从警 15 年来时刻不忘的行为准则：哪里
需要，就奔赴哪里。 近日，记者近距离采
访了这位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 用行动
诠释初心的全国平安之星。

假日冒雨维护接种点平安有序
“如果我早 5 分钟到现场，就不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 ”边陲沙哑着声音对记者
说。 今年 5 月 29 日早上 8 点，边陲赶赴
湘潭市高新区万达广场疫苗接种点。 这
个为期 3 天的接种点每天凌晨 4 点就开
始有人排队。

边陲赶到现场时， 看到现场以接种
点大门为界的两条横向队伍， 立即觉得
不妥。 “疫情防控期间，又下着大雨，如果
两列队伍在接种点开门的瞬间合成一条
队伍，势必会有安全隐患。 ”说起当天现

场的情形，边陲仍心有余悸。 顾不上大雨
如注， 边陲和同事马上开始对现场排队
人群进行整合。 以 100 人为单位规划现
场秩序，9 点左右，他们才将排队的队伍
整合好。 一位老人在排队现场出现不适，
考虑到安全问题， 边陲第一时间联系了
医护人员，将老人安置在医护点，等老人
精神状态恢复正常才回到排队现场。

“如果我早点到将队伍整合好就好
了。 ”边陲略带自责地说，他似乎忘了看
日历，5 月 29 日是周六，家中还有两个等

着他辅导功课的孩子。

找准案件突破口
为国家挽损 340余万元

聊起工作， 寡言的边陲开始眉飞色
舞，尤其是说到刑侦工作，他立马滔滔不
绝起来。

2019 年初，高新区征拆事务所报警：
2016 年至 2017 年间，辖区双马镇新华村
民郭某力等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
利用虚假的验孕证明骗取国家征地拆迁

补偿金的行为 ， 平均每户非法获利 9.8
万至 22 万余元不等 。 该案涉及征拆领
域、涉案人数多、价值大、时间跨度长，市
公安局高新分局接警后， 立即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 并指派经验相对丰富的边陲
带队启动调查。

时隔 3 年，且犯罪嫌疑人集中居住，
可能相互打探案情，取证核实存在难度。
如何破解？ 围绕“怀孕率高，出生率低”的
疑问，边陲带队去村里走访调查，村民一
口咬定怀孕是真， 孩子因为不可控原因
没有保住。 “按相关规定，胎儿到一定月
份是不能自行终止妊娠的， 他们又无法
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 ”边陲说，“医院每
天接待的孕妇太多了，取证太难。 事情又
过去几年，而且孕检证明确实是真的。 ”
如何进一步突破，边陲陷入了沉思。

经过连日走访与调查， 边陲发现新
华村民郭某力每次问询时都闪烁其词 ，
决定以他为突破口。 在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的劝说下， 郭某力终于承认自己利诱
孕妇以其身份证做孕检以骗取国家征地
拆迁补偿金的行为。 此后，其他村民陆续
来高新分局自首，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并返还了非法所得。

这一案件的告破， 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 340 余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何佑）日常生活中，
旧货翻新并不鲜见， 但你听说过槟榔旧
货翻新吗？近日，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
治安大队捣毁一制售假冒槟榔黑窝点，4
人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被拘。

王某从事槟榔行业营销多年， 专注
于倒腾临过期槟榔。这些槟榔进价低，要
短期内立即消费掉，因此卖价不高，他没
赚到多少钱。后来，王某听说网上有人卖
大品牌的槟榔包装袋以及包装封口机 、

日期打码机。于是，他决定把临过期的槟
榔果装入新的槟榔包装袋， 重新封口再
高价售出。 王某后联系上售卖假冒槟榔
包装袋的孙某，两人一拍即合。

张某以前曾跟着王某一起倒腾临过
期槟榔，自从王某干起了槟榔“翻新”后，
他向其“取经”。 两人将低价位的槟榔果
装入高价位的槟榔包装袋， 进一步牟取
暴利。

不久， 资阳分局治安大队民警接群

众举报， 称辖区某平房内有一处制售假
冒槟榔黑窝点。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6 月
6 日果断出击， 一举查获协助张某生产
的刘某等人。 随后，张某、王某等人相继
落网。 经查，从去年 8 月至今，张某等人
累计制售假冒槟榔 8000 余袋，涉案价值
数十万元。

6 月 6 日，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王
某、张某等 4 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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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张家界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丢失 3

张收据， 收据号 0013861、0013862、0013917，
特此声明作废。

何欢于 2021 年 6 月 5 日遗失 （证号 ：
430304198704153784） 二代身份证， 声明作
废。

湖南省同旺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将陕汽牌型号为 SX3310MB246 ， 底盘号为
LX083684 车辆一致性证书，环保清单丢失，
特此申明作废。

湖南纵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公章 （编
号：4301990025300）损坏作废，特此声明。

公告
本人蒋建与妻子杨芬于 2021 年 2 月 6

日下午在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捡到一名男
婴，无其它身份特征，并带回家抚养，特此公
告，请孩子亲生父母看到信息与我联系。电话
18229460533，联系人蒋建，杨芬。

2021 年 6 月 10 日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镜头四：加班加点只为考生顺利参考
“警察同志，我孩子在参加完下午的考

试后身份证不慎丢失，现在办理临时身份证
来得及吗？ ”6月 7日晚上 7时许，一家长带
着考生心急如焚地来到岳阳县公安局城北
中心派出所值班室求助。

接到报警的城北派出所值班实习生
傅友立即向派出所领导汇报， 派出所紧
急和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取得联系 ，
人境大队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办证人员
吴三单、邹霞到达办证大厅加班，通过考
生快速办理证件绿色通道为该名考生申
请补领身份证， 并加紧办理了临时身份
证，确保考生即办即拿 ，顺利参加高考。
考生与家长对工作人员连声道谢：“感谢公
安机关为民解忧，服务群众，解决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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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责任扛在肩上 用行动诠释初心
———记全国平安之星、湘潭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巡逻反恐防暴大队教导员边陲

工作中的边陲。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琳倩 吴仕丹）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力度 ，近日 ，通道县公安局反诈中
心民警成功打掉一个涉嫌电信诈骗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

5 月中旬，县公安局收到一条电信

诈骗犯罪线索，查明一个涉嫌给上线提
供取钱帮助的犯罪团伙 ， 涉案金额达
19.89 万元，并锁定了吴某远 、石某 、杨
某纯。 民警多次前往石某、杨某纯家中，
对其家属做思想工作，希望石某、杨某
纯投案自首。 5 月 21 日，石某、杨某纯

相继投案自首。
6 月 4 日， 民警在通道县城一宾馆

内成功将吴某远抓获， 至此，3 名嫌疑
人均到案。 经审讯，3 人对其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3 名嫌疑人均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肖佳琪）今年高考期
间， 邵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主动作为，
多措并举，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高考前夕，交警大队加大对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净化
校园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环境，严查乱
停乱放、 乱鸣喇叭等交通违法行为；加

强夜间巡查 ， 严防飙车等影响考生学
习、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

本着 “全力保障高考 、竭诚服务考
生 ”的原则 ，交警大队对一些有集中送
考要求的学校提供 “点对点 ”集中送考
服务，保障考生安全、快捷、准时抵达考
场,以良好的心态参与考试。

高考首日，交警大队在 7 个考点门
前设置了执勤岗，对考点周边道路实行
交通管制；充分利用金龙大道邵东一中
考场周边停车资源，为送考大巴车设置
专用停车位；在考场周边重点路口设置
服务点 ，全力为考生提供帮助 ，确保考
生安全、顺利往返考场。

邵东交警多措并举助力高考

通道警方打掉一涉嫌电诈犯罪团伙

资阳公安捣毁一“翻新”槟榔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