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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馨予
全鸿慈 张红军）近日，吉首警
方快速查处一起猥亵案，行政
拘留 1 名违法人员。

9 月 12 日 11 时， 乾州派
出所接到市民张女士报警称，
当天上午她乘坐 22 路公交车
时，车内一男子趁人多拥挤紧
紧靠着她多次对其实施猥亵，
她大声喝止并报警，男子下车
逃跑。

接警后，乾州派出所民警

迅速联系公交公司调阅了张
女士乘坐的公交车内监控录
像，确认报警情况属实。 为避
免更多女性遭受不法侵害，警
方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取证，
确认了该男子的基本信息，发
现其多次猥亵他人 。 9 月 13
日凌晨 3 时， 这名男子落网。
经审查，违法行为人穆某（男，
52 岁，吉首人）对其在公交车
上猥亵女性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集中攻坚大要案 坚持小案不小看

湘西公安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
本报讯 （龚娟 张红军 李颖）

湘西州警方近日开展了第 3 次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
动。 在为期 3 天的集中统一行
动期间 ，全州投入民警 、辅警 、
武警及社区干部、 保安等力量
10771 人次， 设置各类卡点 423
个， 清查重点场所 2473 处，巡
查重点部位 989 处 ， 盘查车辆
26397 台次 ， 查获管制刀具 10
把 ， 查处酒驾 80 起 、 醉驾 29
起，抓获现行违法犯罪人员 131
人、在逃人员两人。

湘西警方充分总结前两次
集中统一行动的经验做法 ，强
化对涉枪涉爆、 涉黑涉恶警情
线索研判分析， 重新梳理重大
命案积案线索， 开展大要案件
集中收网攻坚。 坚持小案不小
看，紧盯盗窃手机、电动车和入
室盗窃等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

侵财案件及涉黄涉赌案件 ，充
分整合刑侦 、经侦 、治安 、特警
等多个战线的技术、资源、经验

优势和派出所、交警的职能、地
缘优势， 快速打击处置酗酒闹
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现行

违法犯罪行为， 最大限度挤压
违法犯罪空间。

联合乡镇（街道）、村组 （社
区）等基层组织，深入开展野外
用火专项整治， 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资源优势， 全面开展防火
巡查 ，会同消防 、应急等部门 ，
对 “九小场所 ”、物业服务企业
开展消防检查。 全面清查宾馆、
酒店、商场、市场等公众聚集场
所，重点清查酒吧、KTV、网吧、
洗浴、 休闲等容易滋生黄赌违
法犯罪的娱乐服务场所。 充分
发挥检查站、街面警务站、流动
卡点查控作用， 落实农村派出
所管交通安全职责， 重拳打击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 同步查处各类
显性交通违法行为， 全面营造
严查严治严打的高压态势。

坚持显性用警和 “1、3、5”

快反机制，实行“步巡、车巡、视
频巡逻”三巡联勤，持续开展公
安武警武装巡逻，强化对车站、
广场 、商圈 、夜市 、景区等节日
期间人员易聚集场所、 治安复
杂区域的巡控， 同时广泛发动
村干部 、网格员 、保安员 、志愿
者等各方力量， 织密巡逻防控
安全网。

围绕 “震慑犯罪 、 加强防
范 、守护安全 ”目标 ，以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契机 ，大
力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充分运
用新媒体矩阵， 发挥传统媒体
优势，组织社区民辅警、村警到
人流集中的广场、商业中心、旅
游景点等地，开展防电诈、防盗
窃、防火灾，拒酒驾、拒赌毒、拒
枪爆 “三防三拒 ”宣教活动 ，提
高群众法纪意识、安全意识。

铁骑进校园 安全记心间
近日，吉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铁骑中队民警来到吉首市芙蓉小学，开展“知危险，会避险”

主题活动宣传，提醒同学们在上学、放学路上骑车时一定要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走非机动车
道，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行车。 通讯员 杨佳星 张红军

本报讯（通讯员 丁丹 郭珊
珊 田海燕）近日，凤凰县公安局
交管大队精心组织部署、细化责
任分工，持续掀起整治酒驾醉驾
毒驾攻势。

交管大队以 “减量控大”工
作为主线 ，强化对酒醉驾 、毒驾
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持续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该大队联合辖区
各派出所 ，协同作战 ，采取错时
执勤 、昼夜巡查等方式 ，对酒醉
驾、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
度。民辅警还坚持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面对面讲解、开展路面教育等方
式，向广大群众和违法行为当事

人详细讲解酒后驾驶、无证驾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宣讲
法律法规 ，进行现场说法 ，引导
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
文明交通的践行者。

今年 9 月以来，该大队共查
处酒醉驾 29 起，通过集中整治，
切实规范了夜间路面行车秩序。

本报讯 （通讯员 丁丹
刘思兰） 龙山县公安局召市
派出所近期常态化开展反电
诈宣传，以防促安，全力护航
辖区安定和谐。

9 月 9 日，召市派出所以
“开学季 ”为契机 ，通过发放
宣传单的形式向师生、 家长
详细讲解了反电诈知识 ，提
醒大家不要刷单、 不要贪图

小恩小惠、 不要轻信各类电
话中奖信息、 不要随意透露
个人重要信息， 转账前要认真
核实有关情况， 如遇到可疑情
况及时向辖区民警咨询， 发现
上当受骗立即拨打110。民辅警
还开展了防溺水、防欺凌、禁
毒知识等宣传， 在学生及家
长人群中建立了学法、守法、
用法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红军
陈姿竹 康小林）近日，保靖县
警方通过细致调查，帮一位村
民找回了 8000 元 “被盗 ”现
金。

近日，保靖县警方接到报
警称：迁陵镇花井村一名村民
放在家中的 8000 元钱被盗 ，
需技术员勘查现场。刑侦大队
立即组织技术员前往现场。现
场位于报警人迁陵镇花井村

打米厂的 2 楼卧室。据报警人
反映 ， 家里只有他和妻子居
住， 存放在家里的钱不见了，
自己翻找了一个上午也没有
找到， 怀疑家里进了小偷，钱
被偷走了。 民警通过仔细勘
查， 未发现外来可疑痕迹物
证，同时对放钱的卧室床铺进
行仔细查找，最终在其搭撑床
块 的 水 泥 砖 头 孔 内 发 现 了
8000 元钱，原来是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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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公安民辅警开展夜间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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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交警持续清查酒驾醉驾毒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