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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奉献 为民除灾”“利剑
出击人民卫士 神勇破案大快人
心”……近日，张某、黄某某、石某
某3人专程从上海等地来宜，向鲸
塘派出所民警献上锦旗，表达真
挚的感谢。他们是2018年一起
非法拘禁案的受害人。正是由于
鲸塘派出所民警锲而不舍的努
力，这起案件于今年5月告破，19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这一切要从2018年7月31
日说起。当天，受害人张某来到
鲸塘派出所报案，称他在网上认
识了一名身在宜兴、名叫“张雨
萱”的女子，两人确定了恋爱关
系。在“张雨萱”的邀请下，2018
年7月初，张某从上海来到宜兴，
见到了“张雨萱”，并一起去了她
的“家”——一处位于我市某乡
镇的民房。本以为自己遇到了

“真爱”，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
场“噩梦”。当他跟随“张雨萱”
走进该民房二楼的房间时，几个

“大汉”立即冲过来将他摁在地
上，并搜走了他的随身财物。之
后的几天，他被拘禁在该房间

内，每天都有几名男子软硬兼
施，轮流给他洗脑，诱惑他加入
传销组织，并强迫他购买产品，
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能
脱身，五六天后，他被迫花了
6702元钱购买了对方的产品，这
才得以脱离“虎口”。然而，由于
被送出传销窝点时，他被蒙住了
双眼，等摘下眼罩时，已身处溧
阳。为了弄清非法拘禁地究竟
在宜兴何处，2018年7月底，张
某再一次来到宜兴，通过回忆和

“张雨萱”一起坐车时的场景，大
致确定非法拘禁点位于徐舍镇
鲸塘社区，便立即到鲸塘派出所
报案。

报案时，说起当时的场景，
张某仍心有余悸。鲸塘派出所
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带着他在辖
区内巡逻，以确定非法拘禁点
的确切位置。经张某指认，鲸
塘社区某民居进入民警的视
线。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开
始暗中对进出该民居的人员进
行盯梢，很快，他们有了新发
现：3天后，又有一名疑似受害

人被骗入了该窝点。这正是
“收网”的好时机！2018年8月
3 日上午，鲸塘派出所组织 20
名民警依法对该民居进行了搜
查，当场解救出受害人李某某，
抓获犯罪嫌疑人左某、杨某某、
何某某等5人。

经审查，左某、杨某某等5人
对涉嫌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他们作案的手段是：由
女性成员化名为“张雨萱”，在网
上找寻外地单身男青年，后以谈
恋爱见面的名义将他们骗至宜
兴，并非法拘禁。非法拘禁期
间，其他成员通过威逼利诱的方
式，企图让受害者加入他们的传
销组织。如果受害者不愿加入，
则逼迫他们购买高价的“产品”，
换取人身自由。2017年12月至
2018年8月间，他们通过这种方
式非法拘禁了4名受害者，非法
获利8万多元。

虽然已有5名嫌疑人落网，
但是该组织还有多名成员仍逍
遥法外。而且由于成员间都以
绰号互称，彼此并不清楚对方

的真实姓名，这为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不小难度。但鲸塘派出
所民警并未放弃，一场近两年
的追缉行动就此拉开帷幕。为
深挖余罪，民警调阅了全市其
他基层派出所同期办理的同类
案件卷宗，对各类信息逐一进
行分析、比对、研判，并与多地
的公安部门协同作战……功夫
不负有心人，相继有犯罪嫌疑
人在上海、云南、贵州、福建、安
徽等地落网。其间，民警还打
掉了这伙人位于高塍镇的一处
非法拘禁点。

直到今年 5 月 22 日，化名
为“张雨萱”的犯罪嫌疑人黄某
某等人在福建被抓获，这起案
件终于告破，19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同时，张某、黄某某、
石某某3名受害者8万多元的经
济损失悉数追回，并退还到他们
手中。心怀感激的3人特意制
作了锦旗，并于近日专程来宜，
向鲸塘派出所的民警表达感激
之情。

（记者 郑莹媛 通讯员 单晨晞）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吴 颖）今年以来，市公安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上级机关关于全警学
法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全警常
态执法培训和竞赛备赛工作，开
创执法学习新局面、探索执法培
训新模式、延伸执法服务新触角，
努力将“规范、法治、安全”三大理
念厚植于民警心中，为新时代法
治公安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开展全警学法，可以有效提
升民警的法律素养，规范他们的
执法行为。为此，市公安部门将
全警学法作为一项基础性、常态
化工作抓细抓实，第一时间召开
了动员部署会，下发了法律知识
学习培训活动的通知，并开设执
法培训专栏，定期发布上级文件、
法律法规、执法标准、典型案例和
各部门执法学习工作动态信息。
同时，根据全省公安法制部门推
进全警学法工作计划要求，市公

安部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
2020年度全警学法计划表，以表
格化、清单化的形式细化学法方
案，明确目标计划、方法措施和时
间节点，确保全警学法工作有力
有序开展。

要营造浓厚的学法氛围，让
法律知识入脑入心，必须创新培
训形式。为此，市公安部门充分
用好法治沙龙、专题培训、旁听庭
审这“三板斧”，定期举办法治沙
龙活动，围绕重点法律法规、上级
出台的指导意见，以及具体执法
过程中的疑难复杂案例，释法析
理，以“每个人都是主讲人”为理
念，鼓励执法民警自选课题，在法
治沙龙上从不同角度阐述对法律
条文的理解，以此在全警营造浓
厚的学法氛围。而在专题培训
中，市公安部门按照《全国公安民
警法律法规练兵手册》要求，以实
战、实用、实效为导向，紧紧围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共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疫情防控等公安中
心工作，组织全警学习研究最新
法律条文，补齐法律知识短板。
截至目前，已组织各类培训 15
次。值得一提的是，市公安部门
还创新学法手段，摒弃“填鸭式”
的教学方式，组织民警旁听庭审，
以“浸润式”渗透的方式，增强学
法实效性。具体为，针对当前民
警接处警不规范、办案取证不到
位等问题，市公安局定期安排执
法办案民警到法院进行旁听庭
审，切实增强民警的程序意识、证
据意识和诉讼意识。

厚植“规范、法治、安全”三大
理念，离不开制度支撑。为此，市
公安部门健全送教上门制度，凝
聚骨干民警的力量，将他们组建
为一支执法服务队，轮流为26个
基层派出所送教上门。在送教上
门的过程中，执法服务队重点针

对我市2019年复议诉讼、执法监
督、检察纠违等方面暴露出的执
法瑕疵、问题，与基层民警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研讨，从“失败案例”
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充分发挥考
核制度的杠杆作用，市公安部门健
全完善执法质量考评细则，结合
2020年度我市练兵考核计划，围
绕应知应会法律知识、现场执法标
准等内容，定期在全警内部组织开
展岗位练兵测试，检验执法培训
效果。根据网上学法积分、法律
知识抽考等情况，对各单位学法
考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并将通
过率纳入执法质量考评，激发民
警的学法热情，尤其鼓励他们利用
好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同时，
市公安部门还激励全体民警积极
参加高级执法资格考试、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考试，提升自
身法律素养，在全警内部形成争先
创优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勇
欢）眼下，正值杨梅采摘季。6月9
日，湖氵父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湖氵父镇东兴村某杨梅园内
偷杨梅。接警后，民警立刻赶至现
场。经了解，当天下午，市民杨某
等人路过该杨梅园时，误以为此处
的杨梅树无人管理，遂私自进园采
摘杨梅。经民警调解，杨某等人自
愿将采摘杨梅造成的经济损失补
偿给杨梅园主。为确保杨梅采摘
季辖区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湖氵父派出所提前预警、周密谋划，
紧盯安全防范、巡逻管控、人员管
理等关键点，多措并举，撑起该镇
杨梅采摘季“平安伞”。

作为我市重要的杨梅产地，目
前，湖氵父镇共有近万亩杨梅园，种
植户近千户，如何服务好他们、念
好“平安经”，成为湖氵父派出所工作
的重点。为此，湖氵父派出所积极组
织民警对辖区内各大杨梅采摘园
开展安全检查，对各采摘园安全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进一步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市民游客
安全采摘。同时，为确保杨梅采摘
秩序良好，湖氵父派出所组织警力在
驮龙湾、梅坞、龙山、黄母山等地维
持秩序，并对停车情况、采摘防护
措施等进行检查。此外，鉴于杨梅
采摘季期间，湖氵父镇运送杨梅的三
轮车、摩托车等车辆出行频繁，为
尽可能避免车辆发生碰擦，湖氵父派
出所一方面配合属地交警、城管部
门做好交通要道的交通疏导及路
边停车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与辖
区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村卫
生服务站提前做好沟通协调，开辟
安全救援“绿色通道”，确保在出现
人员中暑、摔伤等意外时，医疗救

援部门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
时进行救援。

强化巡逻密度，织密“防范
网”，可以有效遏制各类矛盾纠
纷。为此，湖氵父派出所优化巡逻模
式，结合辖区日常工作实际，在杨
梅采摘季期间将巡逻警力向杨梅
园聚集区域倾斜，增加路面巡逻和
见警率。同时，加强夜间以及周末
杨梅园周边的巡逻防控力度，严防
盗窃杨梅等案件的发生，及时化解
因杨梅采摘引发的各类治安纠
纷。连日来，湖氵父派出所日均出动
警用巡逻车2辆、巡逻摩托车8辆、
电瓶车6辆，出动巡逻警力20余
人。值得一提的是，湖氵父派出所还
提前对辖区被征用土地的杨梅树
种植情况进行排摸，加强辖区被征
用土地附近的巡逻防范力度，尤其
是对仍然种植有杨梅树的征用地
块，严防发生因杨梅树管理缺位引
发哄抢、盗窃等情况。

强化人口管理，打响“宣传
战”，同样是杨梅采摘季的重点工
作。针对杨梅采摘季期间外来流
动人口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湖
氵父派出所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组
织各社区民警进一步做好对杨梅
园、出租房尤其是群租房流动人
员的信息采集工作，并协助各大
杨梅园做好人员登记、信息核查
工作，精确掌握动态信息。同时，
湖氵父派出所深入各大杨梅园，对
杨梅采摘工进行安全防范知识普
及。民警通过现场讲解、经典案
例分析、发放宣传资料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向杨梅采摘工宣
传防火、防盗、防诈骗以及防疫等
相关防范知识，有效提高了采摘
工的安全防范意识。

6月12日下午4点40分许，官林镇前城村一名65岁的老人在骑三轮车
回家的途中，被大风吹落的广告牌砸中，致头、胸部受伤。官林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迅速将受伤的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伤者无生命危险。

（通讯员 钱昱成 摄）

全警学法
为法治公安建设注入新动能

紧盯安全防范、巡逻管控、人员管理

湖氵父派出所撑起
杨梅采摘季“平安伞”

历经近两年时间 抓获19名嫌疑人

鲸塘派出所破获一起非法拘禁案

为精准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市公安局将本地企业用工信息前置，在宁杭高铁宜兴站
等地开辟方便快捷的“绿色通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图为6月12日，市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执勤民警在宁杭高铁宜兴站，为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常态化疫情检查，并
提供企业招工信息服务。 （通讯员 赵振伟 摄）

6月11日，围绕“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在宜城街道蛟桥河步行街开展广场宣传活动。现场，民警以短视频、展板、
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全面介绍非法集资犯罪类型，以及公安部
门近年来的打击成效，揭露非法集资的犯罪手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非
法集资。 （通讯员 丁 旭 摄）

守护老百姓的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钱袋子””

紧急救助情暖人心紧急救助情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