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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荣勇 ）为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排
除辖区安全隐患，6 月 2 日， 醴陵市公安
局板杉派出所组织开展了一次辖区重点
场所大清查行动。

所长苏升起组织所内民辅警围绕各
个场所生产主体责任、制度落实情况，监
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视频是否按规定
存储、 消防设施是否完善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排查，消除重大隐患，防止发生安全
事故。

检查过程中， 民警对辖区酒店进行
检查时， 发现易某某在自家酒楼一房间
内非法存储了大量烟花制品 “狗尾草”，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民警立刻控制违法
嫌疑人易某某 。 目前 ， 易某某被口头
传唤至派出所 ，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办理中 。

本报讯（通讯员 易敏）近日，湘
潭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振
应邀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200
余名师生讲授专题党史课。

李振以《传承红色基因 做好合
格党员 》为题 ，从湘潭党史出发 ，围
绕政治立场、理想信念、担当 3 个方
面深刻阐述了作为一名成长在湘潭
这片红色热土上的莘莘学子， 如何
从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汲取智慧 、正
确把握人生方向的过程。 勉励广大
青年党员要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

矩 、有纪律 ，讲道德 、有品行 ，讲奉
献、有作为的“四讲四有”合格党员。
针对高校学生对消防救援队伍和消
防安全知识方面存在的疑问， 李振
也作了专业介绍和宣讲， 博得了现
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下一步， 湘潭支队将继续加强
与地方高校的党建合作， 充分利用
各自资源，定期联合开展教育培训、
主题党日活动，拓宽党史学习阵地，
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迈上新台
阶。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徐少华 马晓峰

“不轻信陌生人来电的威胁、 哄骗；
不向任何陌生人 、 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连日来，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
办综治专干戴立组织辖区社区干部 、党
员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宣传反电诈，劝
导帮助居民安装反诈 APP。

今年 5 月以来， 邵阳市公安局北塔
分局精心组织， 在精准打击电信诈骗行
动中持续发力，以多种形式 、内容 、场合
扎实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全力压
降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 最大限度减少
群众财产损失。

全民行动 反电诈宣传不留死角
“网上刷单是骗局， 小区居民要注

意 ； 安装反诈 APP, 诈骗电话打不进
……”近段时间，每逢中午和晚上下班时
间， 北塔区西湖春天物业公司经理许恩
发等人就会忙不停， 他们走进小区各家
各户，集中发放《反“电诈”宣传手册》，提
醒居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讲
解如何防范身边的电信诈骗。

自今年 4 月中旬起， 北塔区组织各
乡镇（街道）综治办、派出所等单位，成立

联席制度，出台《北塔区打击治理电诈犯
罪工作“十个一律”》《北塔公安分局打击
治理电信诈骗工作方案》《北塔区电诈防
控暨推广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宣传方
案》等制度，由社区专职副书记专抓反电
诈宣传，对各个居民小区，集中划片包干
开展反电诈宣传。

社区民辅警、干部、党员志愿者纷纷
走上街头巷尾，深入社区、企业、银行、辖
区单位、 人员聚集地等，“线上+线下”双
管齐下， 点对点不留死角开展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集中防范宣传活动， 为群众打
好“预防针”，提高“免疫力”，全力捂好群
众的“钱袋子”。

“这样的宣传好 ，让我们足不出户 ，
就了解掌握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状元洲
社区状元府邸小区业主张先生说。

据了解， 该社区由 7 名社区干部带
队，分区域带领各居民组长，党员志愿者
50 余人 ，采取网格逐户登门拜访 ，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实际案例分析讲解，扫描
“国家反诈中心 APP”邀请码 ，让群众增
强防骗、识骗能力，为群众的财产安全镀
上一层“保护膜”。

目前 ，该区“国家反诈中心 APP”下
载安装用户数达 10180 人。

亮剑出鞘 精准打击“两卡”犯罪
5 月 10 日，邵阳市公安局北塔分局

千里奔袭， 直扑四川广元， 将涉嫌提供
“两卡”给诈骗集团用于作案的嫌疑人包
某捉拿归案， 成功破获一起以刷单返利
为由的诈骗案。

今年来， 北塔分局牢固树立电诈案
件“可防可破”的坚定信念，在做实宣传
防控网络的同时，坚持打防结合、以打促
防， 针对贩卖银行卡等诸多为诈骗提供
信息发送、 网络通信等服务行为始终保
持凌厉攻势，打击重拳频频出击。今年共
抓获各类电诈犯罪嫌疑人 37 人，冻结涉

案账号 25 个， 追回受骗群众被骗资金
120 余万元。

今年 1 月 25 日， 该局接到线索，称
辖区王某涉嫌贩卖“两卡”。接报后，该局
立即成立侦办专班， 组织人员对王某名
下的银行卡进行追踪， 查清其卡内资金
的来龙去脉， 发现其卡内资金经多次转
手后流入国外诈骗团伙手中。 该局对该
线索重点摸排，成功打掉一个诈骗团伙，
抓获涉嫌贩卖出借“两卡 ”人员 9 人 ，涉
案金额 2000 万元以上。

“发动群众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
APP’，让群众不轻信 、不转账 、不理睬 、
不汇款， 有效堵住诈骗源头； 精准打击
‘两卡’违法行为，就截断了诈骗的中间
途径。 ”北塔分局负责人介绍，通过这套
全链条式工作， 有效破坏了电信诈骗上
下游的生存土壤， 有力遏制了该区电信
网络诈骗高发频发势头。目前，该区已经
累计 45 天实现零发案。

在精准打击 “两卡 ”犯罪的同时，该
局还采取乡镇（街道 ）专职副书记 、社区
干部、民警、辅警村（居）干部等“五包一”
制度，一人一档，加强对辖区 69 个涉嫌
电信诈骗重点对象的跟踪管理， 对滞留
缅北 5 名人员开展暖心劝返， 已成功劝
返 4 人，有力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

筑牢反诈“防火墙”
———邵阳市公安局北塔分局精准打击电信诈骗工作纪实

醴陵警方护航校园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荣勇 ）为切实维护
校园治安秩序 ，严防事故发生，近日 ，醴
陵市公安局板杉派出所对辖区中小学幼
儿园校园安防“三项”建设及护学岗设置进
行摸排。

6 月 3 日，所长苏升起和教导员易幸
组织社区民警， 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进
行了一次安全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为校
园安防“三项”建设以及“护学岗 ”设置 。

针对存在校园安保员装备配备不齐全 、
视频监控保存不符合标准、 防冲撞没有
设置等突出问题的学校，下达《责令限期
整改通知书》。

下阶段， 板杉派出所将组织社区
民 警 对 辖 区 学 校 进 行 校 园 安 全 应 急
处置演练 ，建立有效合理的应急预案
以便应对突发事件 ，切实维护校园安
全 。

■我为群众办实事

■相关新闻
大清查行动确保辖区平安

一场特别的专题党史课

授课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陈占兵）6 月 8 日下
午， 怀化市公安局收到市民彭某送来的
“人民好战士、为民办实事”的锦旗，感谢
民警急群众之所急， 帮助其找到已离家
出走 6 天的孩子。

6 月 4 日，反恐支队民警唐科宇接到
彭女士电话求助， 称其小孩已经离家出
走 6 天，家人非常着急。 经了解，男孩家
住岳麓欧城，今年 14 岁，上初中二年级，
因为和家里人闹矛盾负气离家出走。 唐
科宇向彭女士要了孩子的一张生活照。

次日， 唐科宇在步步高路段开展安
保维稳巡逻时， 发现路边有个孩子与彭
某的孩子极为相似， 便对其身份进行核
查， 证实孩子正是彭某离家出走 6 天的
孩子。 唐科宇一边对其安抚，一边立即通
知其家长。 孩子父母接到小孩后一直道
谢， 并对民警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效的
工作效率表示高度赞许。

民警提醒： 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
都处在成长阶段， 家长要多和孩子们沟
通， 少一些粗暴的批评和处罚。 作为孩
子，要正确对待父母亲教育，不要轻易赌
气离家出走， 因为未成年人辨别是非和
抵抗诱惑能力较差， 容易给不法之徒可
乘之机。

本报讯（通讯员 张钰羚）“感谢
人民警察，帮我挽回了损失 ”，6 月 8
日，市民刘先生将一面印有“为民解
难办实事，彰显警风暖人心”的锦旗
送到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团结派
出所民警手中。

6 月 3 日 15 时许， 团结派出所
民警接到刘先生来所求助， 刘先生
称 6 月 2 日在怀化市新天地一手机
店免费领了手机等礼品， 后被店员
一番推销，最终消费了 4700 余元。事
后，刘先生发觉自己被误导性消费，

便回到店里要求退款， 与店员协商
未果， 焦急的他便想到来派出所寻
求帮助。 随后，民警陪同刘先生来到
手机店，经过现场了解情况，发现刘
先生确实被误导消费。 为避免矛盾
升级，民警耐心地与店方进行沟通，
店方负责人终于答应给刘先生退
款。 刘先生收到全额退款开心不已，
非常感谢民警。 最后，民警告诫刘先
生，天上不会掉馅饼，遇到类似消费
侵权情况应及时拨打 12315 进行维
权。

民警为市民寻回离家出走的孩子

孩子家长送上感谢锦旗。

馅饼变陷阱，民警助挽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