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史志强 责任编辑：韩良华 组版：潘伟杰 视觉：潘伟杰 校对：刘夕蓉 电话：（0510）81729660 Email:yxrbsy@126.com
警方 8 版Yixing Daily

主管单位：无锡日报社 主办单位：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出版单位：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207号 邮编：214206 传真：（0510）87973074（全媒体新闻发布中心） 87981160（全媒体经营中心） 宜兴报业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电话：（0510）87072809

防盗 防诈 防火
这个夏天一样都不能少

【案情回顾】4月22日中午，
周铁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指令，
辖区居民曹女士被电信诈骗团伙
盯上，正在被该团伙诈骗，请立即
前往阻止。警情就是命令，民警
张文杰立即与曹女士电话联系，
但她的电话一直提示正在通话，
张警官一遍又一遍拨打曹女士的
号码，但是仍未接通，分析应该是
诈骗分子正在与其通话。

要阻止曹女士被骗，警方开
始与时间赛跑，张警官立刻查询
其家属联系方式。在与曹女士的
母亲取得联系后，民警得知曹女
士目前正在周铁街上，于是他即
刻带队迅速赶至街面查找曹女士
的汽车，终于在中国农业银行周
铁支行的ATM旁找到了曹女士
本人。此时她正在与自称是上海
市公安局嘉定区分局的“郑警官”
通话，而她的手机也早已根据这
位“郑警官”要求被呼叫转移到了
另一个号码上，与此同时，曹女士

正在根据对方要求，准备将卡上
的现金转到骗子指定的账户上，
张警官赶忙上前劝阻。听了身边
这位穿着制服的张警官一阵耐心
劝说，曹女士终于相信自己遭遇
了骗局。

原来，当天中午，曹女士接到
一个陌生号码来电，电话里的男
子称曹女士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
上海被人用来犯罪，并提供了一
位“郑警官”的电话号码，当曹女
士拨通后对方称要追究曹女士的
法律责任，而自证清白的方法就
是向“郑警官”提供的“安全账户”
转账，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挂
完电话后的曹女士顿时不知所
措，幸亏民警的及时阻止避免其
财产损失。

无独有偶，4月23日，高塍派
出所也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
警情。4月 23日上午9时许，高
塍派出所接到指令：辖区居民张
女士正在接听冒充公检法的诈

骗电话。指挥中心联系到张女
士的父亲，得知她并不在家中。
值班民警沈亚强一边根据指令
一遍一遍拨打着当事人张女士
的手机，一边带着同事驱车直赴
张女士的工作单位高塍镇某建
材公司，找到当事人。通过张女
士的叙述，得知张女士接到一个
自称是无锡社保局刘轩的电话，
称其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看病报销
15680元，以其“社保卡被异地盗
刷”为名要求其到上海嘉定分局
报警。沈亚强告诉张女士，她是
遇到骗子了，经过沈警官一番耐
心劝说，张女士终于确信自己是
接到了骗子的电话，也放弃了

“转账”。腼腆的张女士对火眼
金睛的沈警官甚是感谢！

【警方提醒】
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

全账户”！要求“电话/QQ 视频/

微信视频”做笔录的，都是骗子；
要求通话内容“绝对保密”，通过
QQ、微信发送“通缉令、逮捕令”
的，都是骗子；凡是电话中自称

“通信管理局、电信运营商、银行、
保险、邮政”等客服人员，以“个人
信息泄露、涉嫌洗钱、涉案”等为
由，主动帮转接“公安机关”的，都
是骗子；任何要求把资金归集到
指定账户（无论是自己名下的账
户，还是对方提供的账户），要求
开通网银，提供银行账号、密码、
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如遇拨打亲
友电话时发现有“停机、空号”等
异常情况，需提高警惕，设法通过
其他途径联系该亲友，核实并提
醒谨防上当受骗。

如遇派出所民警上门劝阻，
或要求亲友、事主所在单位协助
联系疑似被骗事主进行劝阻的，
请积极配合。接到陌生电话，如
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进行咨询
和举报。

【案情回顾】5月14日上午
7时，高塍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辖区范道化工厂附近有人家
里着火。所长朱文胜立即带领
同事迅速赶至事发地点。

民警赶到现场，厨房里大
火正在燃烧，里面冒出滚滚浓
烟。朱文胜一面组织人员配合
消防队员开展灭火救援行动，
一面迅速疏散现场围观群众，
经过10多分钟的扑救，终于将
火扑灭。危险终于解除，无人
员伤亡，周围的群众纷纷竖起
了大拇指。原来，房主陆师傅
早上在家做好早饭后，便去了
屋后面的鱼塘干活，灶堂内的
火未至底熄灭，不慎烧到了灶
堂外的柴草上，一时疏忽才引
起了这一场事故。双眼噙满了
泪水的陆师傅对民警说：“谢谢
你们赶来帮我，不然我真不知
道怎么办。”

这样的事例，近期还不止
一起。5月21日中午，和桥镇
某小区三楼传出婴儿的嚎啕大

哭声，竟然是一位奶奶下楼接
大孙子，忘记带家门钥匙不小
心把小孙女锁在了屋内。而更
让人揪心的是，奶奶下楼时走
得急，厨房的火还没关，锅里还
煮着菜。邻居听闻，立马帮忙
拨打119寻求救援。当救援人
员进入家中救出孩子时，灶上
的菜已经烧得焦黑。所幸救援
及时，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防范贴士】
随着夏季的到来，家中一

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在厨房烹
饪中如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已
经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
定要记得熄灭火源，养成“随手
关火”的习惯。如果是使用燃气
灶，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
要关闭煤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
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温度，使
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
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
将厨房门关闭，拨打 119 报警，
等待消防人员前来救援。

防盗篇

【案情回顾】近日，周铁派
出所会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
功破获一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
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2019年11月6日，周女士到周
铁派出所报警，称其在乘坐240
路公交车途经周铁路段时，随
身携带的红色拎包内的1200元
现金被扒窃。接到报警后，周
铁派出所立即进行立案侦查。

经查看沿线车载视频影像
资料，警方初步锁定犯罪嫌疑
人黄某禄，同时，经大数据分
析，发现他正在浙江乐清打零
工。5月19日晚6时许，民警在
浙江乐清一出租屋内，抓获涉
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禄。
经审，黄某禄对其在我市240路
公交车上盗窃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

去年11月 6日，黄某禄坐
上了240路公交车，上车后即刻
物色作案对象。当时，周女士
独自一人坐在公交车中段靠近
走道的座位上，她的挎包则放
在靠近车窗的座位上。黄某禄
见状立即坐在周女士后排的座
位上，见无人注意之际，从后排
座位靠近窗户的缝隙间向前伸
手，将窗帘挡在周女士的包侧
部，营造窗帘是被风吹到周女
士挎包边的假象，之后偷偷将

手伸进周女士的挎包内，将挎
包夹层内的1000余元现金盗
走，得手后随即下车逃离。

目前，嫌疑人黄某禄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
一般扒窃类案件主要集中

在较大商场、车站等人流量密集
的地方。出门在外，为防范扒
手，大家需要做好以下几点：贵
重物品一定贴身、贴前、贴内口
袋放置。在公共场所，例如酒店
用餐时、排队拥挤时、乘车搭车
时，小件财物贴身放，大件包裹
挂在前，不让扒手有可乘之机；
出门在外少玩手机、少用现金、
少于搭讪。公共场所里，玩手
机、聊天、听歌不要太投入；结
账付款时，多选择手机、银行卡
支付；遇到陌生人搭讪、在身边
徘徊时，迅速摆脱远离；任何时
候挎包背包不离身、取用手机
钱包不离手、旁置物品不离视
线。公共场所里及坐车时千万
不要熟睡，手机钱包等物品不
要随意放置，挎包背包要一直放
在身边；出门携带大量钱款时，
千万不要在较多的人员面前显
现及“炫富”，防止被一些扒窃分
子盯梢、下手。

【案情回顾】电瓶车被盗，
“车卫士”助力。5月22日，十里
牌派出所、和桥派出所巧借“车
卫士”GPS防盗追踪器的定位系
统，将涉嫌盗窃电瓶车的犯罪嫌
疑人邵某抓获归案，破获3起连
环盗窃案。

5月20日22时，十里牌派出
所接到市民黄先生报警称，停放
在宜城街道夜来香KTV门口的
一辆红色新蕾牌脚踏式电瓶车
被盗。经询问，黄先生的手机安
装了“车卫士”，通过这个定位工
具，他的电动车所处位置可以在
手机上显示出来。软件显示，车
子位置正在和桥某街道。民警
迅速前往该定位位置，顺利找到
了黄先生的电瓶车。随后，根据
周边监控发现，该辆电瓶车为一
男子停放，民警推断该男子为作
案嫌疑人，通过视频监控等一系
列手段，最终锁定嫌疑人邵某。
并发现，邵某在停放电瓶车7至8
分钟后，再次驾驶一辆摩托车前
往宜兴市区方向。

5月21日，和桥派出所传来
消息，辖区5月20日晚曾接到报
警，一辆银灰色海王星踏板式摩
托车被盗。该车正是犯罪嫌疑
人邵某从和桥驾驶回宜兴市区
的车辆。随后，十里牌派出所立
即会同和桥派出所开展侦查工
作，研判邵某的活动轨迹。

5月22日，警方成功抓获犯
罪嫌疑人邵某。邵某对其于5月
20 日晚，至宜城街道夜来香

KTV门口盗窃一辆红色电瓶车，
在和桥镇鹅洲西路“男人装”店
门口盗窃一辆银灰色海王星踏
板式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同时还承认，自己曾于2018
年6月，在宜城街道中凯商务宾
馆附近盗窃一辆黑色望江牌踏
板摩托车。

【警方提醒】
此类案件犯罪分子多数是

选择停靠位置偏僻、没有锁车
把且没有报警装置的摩托车、
电动车下手。警方建议，车主
尽量将摩托车、电动车停在有
监 控 或 者 周 围 环 境 开 阔 的 地
点，停车时一定要将车把上锁，
最好能在车前轮处单独加一道
链锁；一定要给电动车上牌照，
电动车上牌后万一丢失了不仅
仅是还有找回来的机会，随着
管理的完善，对于电动机等也
有着唯一的编码标识，偷盗电
动车的行为也将不断的减少；
通过在电动车上安装“车卫士”
防盗终端，可以有效降低被盗
概率。“车卫士”防盗终端利用
GPS 卫星定位技术和通信技术，
一旦车辆发生异常震动或移位，
防盗系统会自动发送短信至车
主手机提醒。除了给车主带来
防盗提醒，“车卫士”还为警方及
时开展侦查破案提供了线索，
办案民警能够通过“车卫士”管
理系统快速锁定车辆踪迹，迅速
侦破盗车案件。

防诈篇

防火篇

巧借“车卫士”
破获连环盗窃案

“警官说，把钱转入安全账户”？这是骗局！

警方成功阻止两起电信诈骗行为

公交车上盗窃，
警方跨省逮疑犯

【案情回顾】每年随着气
温不断升高，“白日闯”等入室
盗窃等案件也开始进入高发
期。近日，官林派出所迅速出
击，连续用 72 小时告破一起

“白日闯”案件。
5月6日下午1点，官林派

出所接到辖区官林镇钮家村养
殖户朱某荣报案，称其家中现
金1.6万元和金项链、金戒指、
金手链等金器若干，总计涉案
价值5万余元财物被盗。官林
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警
力开展外围侦查，办案民警依
托现场、信息研判，24小时就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为沭阳男子孙
某标。

5月9日下午，官林派出所
通过前期掌握线索，锁定嫌疑
人及交通工具，在宜城街道东
郊花园抓获涉嫌盗窃嫌疑人孙
某标。犯罪嫌疑人孙某标到案
后，拒不承认盗窃事实，办案民
警经过多方调查，确定其租住
地后查获了大部分被盗物品。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孙某标交
代了5月6日下午，他驾驶摩托
车去官林镇购买鹅苗，在行至
官林镇马公荡一鱼塘附近，看
到鱼塘边的房屋当时没人，门
上也只有一把挂锁，孙某标在
鱼塘边找了一把铁锹，撬锁进
入朱某荣家中，从一处柜子里
盗走了一个皮包，里面有现金

1.6万元，金项链、金戒指、金手
链等金器若干，总计涉案价值5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据了解，
孙某标之前有抢劫的前科，目
前，孙某标已被刑拘，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警方提醒】
白天及时检查门窗。外出

随手关锁门窗，损坏了要及时
修补更换；白天外出或晚上在
家睡觉都要反锁房门。不要以
为大白天小偷就不敢来偷东
西。夏季的夜晚，也不要因为
天热就彻夜开窗，会给钻窗入
室的小偷留下可乘之机；贵重
物品尽量少放家里。家中尽量
不要放大笔现金和金银首饰，
存折不与户口本、身份证放在
一起。贵重物品分散储藏，家
中放置保险柜时，尽量用水泥
浇筑，让小偷无法轻易搬走；
发现盗窃不要贸然进屋。回
家一旦发现门窗有明显被撬
的情况，不要惊慌，也不要贸
然进屋，以防还未离开的不法
分子对自己实施伤害。要迅
速报警并与邻居一起到现场
进行监控，等待公安民警来处
理。如果进入家中才发现家
中被窃，不要轻易翻动现场，
报警后要保护好现场，等民警
做好现场勘查之后再清点损
失情况。

出狱后仍不悔改
“白日闯”终将“牢里蹲”

做饭离开不熄火易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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