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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 警讯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开展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村屯活动
◎通讯员

李静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 把 思想 统 一到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上
来， 把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各项重大部署上来， 推动全市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
潮，按照市委工作部署，11 月 30 日下
午， 乌兰浩特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市级宣讲团成员、 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 局长何青海到包联的斯力很现

代园区红星村， 为全村党员干部和村
民代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何青海局长重点从十九大报告的
基本概况和十九大报告对“三农”方面
新的战略部署两个方面进行了宣讲，
为听课同志解读了报告中关于“三农”
工作的新战略部署。 何青海局长在宣
讲中， 还向听课的红星村党员干部和
群众介绍了自己到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任职一个半月来的工作情况， 特别强

调指出，一是将继续带领全局民警，全
力完成好对红星村贫困群众的帮扶工
作，帮助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确保在致
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二是狠抓社会
治安整治， 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的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确保全市社会治
安稳定。 宣讲结束后，何局长与现场三
位老党员一一握手，亲切交谈，询问他
们的生活及身体情况， 对他们多年来
为红星村的建设和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何青海局长的宣讲， 赢得了红星
村听 课 的 党 员 干 部 和 群 众 的 阵 阵 掌
声， 大家纷纷表示， 听了何局长的宣
讲， 使他们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解的
更具体、更深刻了，特别是对党的“三
农”新战略部署理解的更透彻了。 大家
普遍觉得今后的生活更有奔头， 自己
一定要鼓足干劲，抓生产，多增收，早
致富。

科右中旗交警开放警营展形象
◎通讯员

张耀占

于洁

本报 讯 为积极宣传警 营
文化， 充分展示科右中旗交巡警
良好形象， 向广大师生普及交通
安全常识， 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
意识， 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11 月
29 日下午，科右中旗公安局交警
指挥中心与第四小学举办警营开
放活动， 进一步密切公安机关和
人民群众的联系。

参观中， 交警指挥中心民警
首先为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指挥调
度系统、智能交通信息管理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电子警察自动抓
拍系统、 缉查布控系统等各系统
的工作运用及职能， 以及指挥中
心利用视频监控系统， 每日时时
密切观察校园周边交通变化，及
时调度路面民警予以疏导， 全力
为大家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随

后，播放大队工作纪实纪录片，让
同学们充分了解交巡警大队民警
日常工作。
交警指挥中心通过此次警营
开放， 同学们切身感受到了交警
工作的辛苦， 纷纷表示要深刻汲
取道路交通事故教训， 时刻提醒
自己与家人， 自觉做到安全文明
出行，共同维护平安、和谐、畅通
道路交通环境。

科右前旗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开展打击农闲时节赌博
关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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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本报讯 为净化社会风气，进一
步巩固缉枪治爆、打击“黄赌毒”专项
行动成果，按照公安厅《关于开展打
击农闲时节赌博违法犯罪行动》的
要求，科右前旗公安局治安大队加大
涉赌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近
日，该局治安大队连续查获两起赌博
案件，为专项行动又添新战果。
该局治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
现，科尔沁镇兴科小区内疑似有人进
行赌博， 在确定存在赌博情形后，立
即组织人员赶至现场。 当场抓获涉
嫌参与赌博人员 9 人两起。 经查，陈
某等人对其当日用麻将推倒胡形式
进行赌博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对涉嫌参与赌博 9 名人员
予以行政处罚。此举有效的净化了辖
区治安环境，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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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破获系列摩托车盗窃案件
◎通讯员

刘小娟

本报讯 突泉县公 安 局 刑
侦大队在开展“打击盗、抢、骗”
等侵财类案件以来，以打击多发
性侵财案件为重点，对年初以来
全县境内所发盗窃案重新梳理，
案件串并，针对系列案件集中攻
坚，详细查勘案发现场及周围路
口的视频监控资料， 综合研判，
充分应用“一长四必”现场勘查
新机制打好案件侦破攻坚战。
刑侦大队全体民警集中精
力，奋力攻坚，对近期发生的摩
托车被盗案件发起了攻势。 近日
刑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几日
前，自己将没有油的摩托车停放
在路边，钥匙没有拔，发现摩托
车不见了。 随后再次接到其他群
众报警称，摩托车被盗。 摩托车
被盗案件接连发生后，刑侦大队
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通过
对摩托车被盗案现场视频监控

资料对比， 调查走访等综合分
析，专案组决定对摩托车被盗案
实施并案侦查。
侦查员在案件侦查过程 中
发现，东杜尔基目前正值乡镇建
设， 当地出现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 侦查员兵分两路，一组与派
出所配合加大流动人口清查工
作；另一组调取案发周边可用的
视频监控。 经过调查发现东杜尔
基镇有三名外来务工人员，近日
突然离去，经过对作案人视频监
控和这三名外来务工人员比对，
成功确定犯罪嫌疑人。 侦查员决
定对其进行轨迹追踪，由于作案
时间间隔较长，案发周边可用视
频资源少，嫌疑人有较强的反侦
察意识有意绕开部分监控，最后
确定犯罪嫌疑人驾驶盗窃得来
的摩托车逃跑。
侦查员确定犯罪嫌疑人 逃

跑方向后， 连夜对其展开追查，
在通榆某洗浴中心外发现被盗
的两辆摩托车，经过询问工作人
员得知，犯罪嫌疑人确实来过这
里消费，身无分文，便将盗窃得
来的这两辆摩托车抵押给某洗
浴中心。 经过大量的视频监控资
料分析筛查比对和轨迹研判，初
步锁定犯罪嫌疑人。 侦查员立即
确定三名犯罪嫌疑人落脚点，均
为辽阳市其家中，侦查员果断对
其实施抓捕，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王哲、虞新岳，犯罪嫌疑人陈
飞逃跑。 经过审讯得知，犯罪嫌
疑人交待， 几人常年在外务工，
收入寥寥无几，入不敷出。 最近
几人想回老家辽阳，由于没有路
费，开始实施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哲等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审中。

本报讯 11 月 20 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
会议精神，突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开展向“公安
楷模”刘忠义、黄文祝、朱建民、朱振龙、李浏华同志学
习活动，全体民警、辅警参加会议。
会上，朱天晖大队长带领民警、辅警学习了“公安
楷模”刘忠义、黄文祝、朱建民、朱振龙、李浏华同志的
先进事迹报告。 学习了五位楷模的先进事迹就像经
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干刑警的都有一种刑侦情结，
虽苦有甜，苦中有乐。 我们要向“公安楷模”一样，用
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守护好一方平安。
会后，大队民警、辅警纷纷表示：要以“公安楷模”为榜
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把干好刑侦事业
作为一生的坚守和追求。
（通讯员 刘小娟）
本报讯 近日，胜利派出所查处一起卖淫嫖娼案
件，行政拘留 3 人。 案发当日（11 月 23 日）凌晨，胜利
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 乌市某足疗店里有卖淫嫖
娼行为。接警后，胜利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出警赶到该
足疗店内，将正在买淫嫖娼的杜某（男）和党某（女）当
场抓获，并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询问， 杜某和党某对在足疗馆内卖淫嫖娼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 同时还交待了该足疗店老板张某
（女）为该违法行为提供场所并谋取利益的违法事实。
杜某、 党某、 张某被乌市公安局依法予以行政拘
留。
（通讯员 汪义红）
本报讯 12 月 2 日下午 1 点， 乌兰浩特市公安
局兴安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在和平市场南某家
门市的地下室内有人卖淫嫖娼。 值班民警陈飞、王文
成、杨晨辉、张鹏赶到现场，将正在卖淫嫖娼的张某、
乌某抓获。经询问，二人对其违法行为均供认不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
对张某、乌某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的治安处罚。
（通讯员 王兰慧）
本报讯 2017 年 11 月 28 日， 乌兰浩特市公安
局五一派出所民警在开门入户“一标五实”采集信息
工作中了解到， 在盛苑小区一门市房进出人员复杂，
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有一女子在门前放风。所领导了
解这一情况后高度重视，立即按照打击“黄赌”专项行
动预案组织民警对这家门市房展开布控，确定此处系
一电子游戏机赌博窝点后，经过周密安排，组织警力
一举端掉了这个赌博窝点，当场抓获正在使用游戏机
进行赌博的嫌疑人员 4 名，同时抓获为赌博提供条件
开设赌场的嫌疑人 1 名，扣押赌博游戏机 22 台。
经审讯，4 名参赌博人员对用利游戏机通过先用
人民币购买游戏积分，后兑换人民币的方法进行赌博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为赌博提供条件的嫌疑人王某
对开设赌场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依法对涉嫌为赌博提供条件开设赌场的王
某予以刑事拘留。 对 4 名参赌人员根据 << 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 第七十条之规定给予行
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通讯员 杨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