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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护航员” 做好“贴心人”

市公安部门
助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甜言蜜语背后有陷阱

警惕社交网络“杀猪盘”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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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警练兵展风采全警练兵展风采
为深入推进全警实战大练兵活动，检验全警自学自练成效，5月8

和9日，市公安局分两批组织来自全市公安机关的150多名民警，在市
体育中心开展2020年全警综合体能第一次达标抽测活动。测试围绕
握力、引体向上、坐位体前屈等项目进行，全体参测民警精神抖擞、斗志
昂扬，严格遵守测试秩序，充分展现了宜兴公安良好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赵振伟 摄）

为进一步增强交通参与者的法治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近日，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前往市公用保洁服务公司、江苏沪宁钢机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春风行动”宣传教育活动。其间，民警深入
剖析近期非机动车事故多发的原因，阐明遵守交通规则、自觉抵制交通
违法行为以及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通讯员 高旭露 摄）

““春风行动春风行动””入人心入人心

查获108起案件铲除毒株17169株

“铲毒行动”阶段性成效显著

如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告。政府鼓励广大市民参与打击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对举
报、揭发、协助破获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凡举报一处种毒线索，经查

实后一次性奖励500元，在举报种
植线索的同时检举种植人员的，
经查实后奖励1000元。对包庇、
纵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
将依法查处，对举报人进行打击
报复或阻碍禁种铲毒工作的不
法行为，将予以严惩。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张 嘎 徐 瑨 叶 花 丁 旭）今年以
来，宜兴警方紧紧围绕依法保障和
服务企业健康发展的目标任务，以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打击涉企犯
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为抓手，
实打实履职、心贴心服务，切实当
好联络员和护航员，助力打造优质
营商环境，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为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公安力量。

在严密落实疫情精准防控措
施的同时，宜兴警方积极助力企
业有序复工、安全生产。一方面，
宜兴警方组织民警深入企业开展
走访检查，指导企业完善务工人
员登记管理，落实“锡康码”查验
制度，就做好疫情防控下的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指导并开展宣传防
范。一方面，结合公共安全专项
整治六大领域部署，密切走访我
市易制爆危化品、危险物品、交
通运输、寄递业等重点企业，围绕
交通安全、消防设施、危化品管理
使用等内容，强化源头监管和安全
防范，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绷紧安全生产责任弦。
其中，张渚派出所采取过筛子的
方式，对企业（工程）规模大、外来
人员多、管控难度大的规模以上
企业44家、专业茶场47个，组织
开展8批次检查。目前，辖区447
家企业基本实现复工复产。新建
派出所对辖区涉危涉爆企业、易
制毒等重点单位开展安全检查，
清点危化品数量，监督危化品生
产、运输、存储等方面工作，及时整
改安全隐患。

对于侵害企业权益以及涉及
群众财产安全的犯罪，宜兴警方主
动出击，严打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
行为，全力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和消费权
益。2月，城东派出所会同市公安
局经侦大队捣毁了一处位于宜城
街道紫竹苑的非法传销窝点，现
场控制8名传销人员。经查，8人
不仅在宜非法聚集参与传销活
动，还以“网络交友”为名实施诈
骗。对于上述人员参与传销活动
的行为，市公安部门迅速联系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他们进行依法
训诫。针对其实施的诈骗行为，
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过程中。3
月，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和高塍派
出所破获了一起涉嫌生产、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案件，有力维
护了我市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1
月，犯罪嫌疑人宁某某伙同李某某
在某企业生产的电缆上，将原厂名
擦掉，喷上我市某线缆企业的商
标，并找人制作假的检验报告和合
格证，将假冒的线缆销售给贵州
某企业，涉案价值超过 14 万元。
目前，两人已被市公安局取保候
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审查中。据
了解，今年以来，在严打合同诈
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严重影
响企业正常经营的突出犯罪上，
市公安部门已立案59起，破案5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名，挽回经
济损失3000多万元。

为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宜兴警
方与市场监管、税务、检察、法院
等部门密切协同配合，积极探索
建立信息沟通、情报交流、调查取

证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同时，积
极完善警企联动机制，帮助企业
建立管理和防范制度，提升企业
自身风险防范能力。日前，市公
安局经侦大队派出走访小组到江
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宜兴
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通报了疫情期间经济犯罪的发展
态势，用典型案例提醒企业加强
对职务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等经济犯罪的防范。4月 10日，
市公安局派驻市税务局联络机制
办公室正式揭牌。双方将针对涉
税犯罪的新形势、新变化，加强对
大要案件的协作和交流，共同建立
高效的警税合作机制和反应联动
机制，进一步加强涉税犯罪的立
案查处。此外，宜兴警方还以“3·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保护
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为契机，加
强宣传防范，向群众宣传有关知识
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及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巨大危
害，形成全民打防涉企犯罪的浓
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蒋
旭健）日前，记者从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了解到，近期我市以“杀猪盘”
为代表的网络诈骗案件频发。今
年以来，全市已出现30多名受害
者，损失金额超过1000万元。

何为“杀猪盘”案件？即犯罪
嫌疑人主动联系受害者，自称自己
是成功人士，通过甜言蜜语与受害
者确立恋爱关系。在双方感情进
入“如胶似漆”的阶段，再将所谓的
赚钱手段抛出，以可观的盈利吸引
受害者，同时鼓动受害者参与所谓
的投资，等受害者逐步投入手头的
资金后，将受害者从聊天软件里拉
黑，并将所谓的投资网站或平台关
闭。而这些投资网站或平台其实
是嫌疑人自己搭建的虚假网站平
台，受害者在网站平台上看见的盈
利额，均为嫌疑人在后台设置的数
据，这些数据可以任意修改，让受
害者防不胜防。

今年2月，市民周某在某婚恋
交友网站上注册了账号。3月，一
名男子在该网站上关注了周某，并
相互添加了微信。之后，双方每天
都会聊天。该男子自称是某上市

公司总监。“高富帅”的形象，加上
温柔的攻势，一周后，该男子就取
得了周某的好感及信任，双方在网
上确定了恋人关系。此后，该男子
向周某透露，自己目前正负责某
娱乐城网站的网络安全工作，由
此可以赚取“福利”，但提取“福
利”不能本人操作，希望作为女
友的周某可以帮忙。想到男友对
自己如此“信任”，周某觉得义不
容辞。3 月下旬，该男子向周某
提供了一个赌博网站的网址，让
她登录账户，并一步步教她如何
操作。很快，周某就盈利 13 万
元，并顺利提现。此时，该男子告
诉周某，他发现同事的家人也注
册了账户，在偷偷领取“福利”，也
想帮周某谋取“福利”。周某心动
不已，在他的指导下注册了账
户。对方又称，如果向该网站内
充值，可以享受“返利”。周某便
通过网银先后10次向对方提供的
账户内转账共计120多万元。前
几次周某获得“返利”后顺利提
现了10万元，这让她对“男友”深
信不疑，继续进行充值。当她个
人账户上的金额显示 1000 多万

元时，突然发现已无法提现，该网
站也打不开，“男友”更是拉黑她，
消失不见了。这时周某才惊觉自
己被骗了。

无独有偶，4月20日，市民殷
某在玩抖音的时候收到一条来自
某婚恋交友网站的推送信息。由
于殷某最近夫妻感情不和，就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注册了该网站的账
户。很快，一个叫“王铭金”的人就
添加了殷某，热情地和她聊了起
来。“王铭金”自称目前身处马来西
亚，从事期货、汇率投资工作，并时
常用归属地为马来西亚的电话号
码和殷某“煲电话粥”，很快取得了
殷某的信任。“王铭金”给殷某发送
了一个炒比特币的平台，并称自己
在马来西亚不方便操作账户，想
让殷某帮忙操作。这时的殷某沉
浸在“甜蜜的爱情”中，义不容辞
地决定帮助“男友”。经过操作，
殷某发现该炒比特币的平台很赚
钱，又能提现，而“男友”账户的余
额很快就超过了1000万元，这让
她很心动。4月 27日，“王铭金”
仿佛读懂了殷某的心思，询问她
是否也想进行投资，殷某欣然同

意，立即投资 15 万元，并成功提
现5万元。沉浸在赚钱喜悦中的
她又追加投资28万元。但当殷某
想要将资金全部提现时，该网站
客服却告诉她，需要再次充值与
提现金额相等的钱才能提现。一
头雾水的殷某赶紧联系“高富帅”
男友，发现对方已将她拉黑删除，
且该网站也打不开，才懊悔自己被
骗了。

这两起案件正是典型的“杀猪
盘”案件。目前，两起案件正在侦
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杀猪
盘”案件的目标人群大多是单身
人士及手头资金较为充裕的人
士，骗取钱财的过程也不是一次
性完成，所以往往涉案资金都比
较大。加上犯罪嫌疑人往往身处
国外，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不小的
难度。针对此类案件，宜兴警方
提醒广大市民：网上交友要慎重，
必须多渠道验证对方身份；投资
理财时须找正规的投资平台，请
勿轻信他人介绍的投资网站或平
台；一旦遇到该类案件，不要慌张，
应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到公安
机关报警。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刘 影 王宇翀）近日，杨巷派出所
民警巡逻至该镇英驻村刘某某
承包的蟹塘时，发现他疑似种植
了毒品原植物罂粟。民警当场
将刘某某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
问，审查结果让民警啼笑皆非，
据刘某某交代，他是因为相信民
间“要想螃蟹养得好，一定要喂
罂粟籽”的错误说法，因而私自
种植罂粟近2000株，用来喂养螃
蟹。目前，刘某某已被取保候
审。当前正值毒品原植物罂粟
的开花结果期，为实现我市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零种植”目标，
4月上旬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开展了踏查铲除毒品原
植物专项行动（下称“铲毒行
动”），共查处非法种毒案件108
起、铲除非法种植罂粟17169株，
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毒品原植物，就是用来提
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吗啡等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植物，毒
品原植物有大麻、古柯树、麻黄
草等。目前，在我市非法种植的
毒品原植物主要是罂粟，俗称乌
烟、鸦片。“铲毒行动”开展以来，
市公安部门联合市禁毒办、农业
农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禁
毒社工、禁毒志愿者等社会力
量，组成多个联合行动小组，多

轮次、地毯式在全市各地开展全
方位的踏查，深入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废弃厂房等区域，对发
现的违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发现
一株铲除一株，确保不留死角和
盲区。行动中，市公安部门还认
真梳理了近年来我市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案件，归纳分析种植
目的、种植群体类型、种子来源
等信息，摸清我市非法种植的重
点人员和重点区域，有针对性地
开展重点踏查。“五一”假期期
间，官林、高塍等地派出所对辖
区内重点区域实行突击踏查，连
续查获非法种毒人员13名、铲除
罂粟326株。

及时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行为，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
科技力量的支撑。市公安部门
充分利用发动群众监督作用，号
召群众对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
线索予以举报。截至目前，已接
到群众举报线索11起，查处非法
种毒案件4起。此外，联合行动
小组在巡查等常规踏查方式的
基础上，还利用无人机等科技手
段，加强对田间地头、院墙内、河
塘边等偏僻地域的踏查工作。
仅4月下旬，就出动无人机40架
次，巡查面积100平方公里，在张
渚、杨巷等地连续查获11起非法
种毒案件、铲除罂粟5140余株。

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
线”。当日，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群众了解并掌握防灾自救常识和技能。

图为城南派出所社区民警联合消防部门工作人员，为市民演示遇到灾情时的防护要领。 （通讯员 赵振伟 摄）

>>>相关链接： 发现有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