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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发挥“1+1>2”的效果

“公安+城管”模式
提升城市管理效能

市公安部门全力筑牢
中高考安保“防线”

为切实提升高铁武装巡逻组联勤联动能力和各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
水平，7月7日上午，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联合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公安
处宜兴站派出所，开展防暴处突模拟实战演练。图为双方在接报警后迅
速赶赴宁杭高铁宜兴站站前广场，通过有序配合，迅速制服了广场上的

“持刀男子”，有力维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通讯员 谢 莹 摄）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陈 伟）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有效治理城市“牛皮癣”、
车辆乱停放、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非法捕捞等涉及民生热点问题，
进一步发挥“公安+城管”部门职
能作用，去年7月，市公安局、城管
局成立了市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
城市管理警察中队（临时机构）（以
下简称城市管理警察中队）。按照

“定片挂钩、下沉一线”的原则，8名
治安民警派驻市城管局，与城管队
员联勤联动管理市容市貌。一年
来，该联合执法模式突出联动协
同、巡查整治等工作机制，有效提
升了城市管理效能，形成了快速
反应、协同作战、优势互补的执法
管理新模式，发挥了“1+1>2”的
效果。

在市容市貌管理方面，“公
安+城管”联合执法模式增强了对
市容环境秩序和社会综合治理的
管控力量。城市管理警察中队自
成立以来，主动配合城管部门加
大对违法建设的管控力度，让城

管队员执法时更有“底气”。去年
8月，市城管局城北中队在日常巡
逻工作中，发现我市建材市场多
个公厕的隔断门上被贴上了小广
告。鉴于城管部门无法通过手机
号研判嫌疑人的具体信息，市城
管局城北中队想到了“战友”——
城市管理警察中队。接到求助信
息后，城市管理警察中队第一时
间会同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对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及微信号
进行研判，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并
于我市某小区抓获了涉嫌故意损
坏公私财物的周某、潘某夫妻二
人。城市管理警察中队民警将二
人移送市城管局城北中队进行行
政处罚。据统计，一年来，城市管
理警察中队主动配合城管部门开
展拆除阳光房、钢结构、围墙等违
建专项整治行动60次，共拆除违
建65处、面积2500余平方米。同
时，城市管理警察中队还会同市
城管部门各属地执法中队积极开
展小广告和犬类整治联合执法工
作116次，查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张贴小广告）2起3人，捕捉流浪
犬229只。

在依法保障城管执法人员文
明合法执法方面，“公安+城管”
执法模式同样作用显著。过去，
城管执法时也有一把“辛酸泪”：
由于执法力度和手段不足，遇到
暴力抗法、破坏城市公共设施等
行为，没有处罚权的他们往往“无
能为力”。但是，城市管理警察中
队成立后，局面有了明显的改
善。5月 19日晚上，市城管局某
中队两名执法队员在巡查至宜城
街道叠翠路与雁行路交叉口时，
被一名违停车主强行拦截，无理
要求队员消除违停处罚。在队员
指出对他进行违停处罚是由于他
停车未入位的违规行为后，该车
主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开始对
执法队员辱骂、推搡，拉扯他们身
上的发光背心，并殴打队员面
部。事发后，城市管理警察中队
会同十里牌派出所迅速介入，进
行调查取证，并对当事人李某某
进行传唤审查。李某某对自己推

搡、拉扯并殴打城管执法队员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民警的教
育下，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违
法行为。之后，李某某因殴打他
人被行政拘留五日。城市管理警
察中队高效的处置，有力地保障
了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去年
7月以来，城市管理警察中队办
理妨害公务案件1起，刑拘1人；
办理阻碍执行职务案件 4起，治
安处罚4人。

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警察中队
与城管部门还在保护生态环境上

“并肩作战”。由于我市保护水域
广、林区多、石宕深等区域特点，非
法捕捞、非法采矿等破坏环境资源
的违法犯罪活动呈多发态势，为
此，城市管理警察中队与城管部门
坚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护航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联合依法严厉
打击“偷盗、偷采、偷捕”等破坏环
境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一年来，共
开展联合执法21次，扣押撒网32
件，对16名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王
倩文 吴依欣）随着中高考相继落
下帷幕，今年我市“平安中高考”目
标顺利实现，而这离不开市公安部
门的努力。据了解，今年中高考期
间，市公安部门秉承安保与服务并
重的理念，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共
投入警力860余人次，设立警方便
民服务点13个，出动警车108辆，
全力筑牢中高考安保“防线”。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于7月7日至9日举行，我市共有
3740名考生在4个考点、129个考
场参加考试；我市中考时间则为7
月12日至13日，全市共有9027名
考生在32个考点、317个考场参加
考试。两次“大考”间隔时间短，加
上疫情防控不能松懈，以及我市自
6月“入梅”以来，出现了持续性大
范围的强降雨过程，防汛压力大，
这些都使得今年中高考安保工作
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对此，市公
安部门未雨绸缪，及早谋划、精心
部署，全力保障中高考期间各考点
及周边的治安、交通及消防安全。

高考前，市公安部门启动高
考安保情报指挥联合运行机制，
设立联合指挥部，确保一旦发生
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协
同、联合处置。同时，组织警力深
入江苏省宜兴中学、市阳羡高级
中学等考点，排查学校周边出租
房，以及陶都半岛酒店等考生集
中住宿重点场所，对防疫措施、视
频监控、消防设施、食堂卫生等进
行全面检查，对现场发现的隐患
和问题立即督促进行整改。中考
前，市公安部门多次组织警力进
行实地勘察，根据32个考点的实
际情况，制定安保、交通管理工作
方案以及应急预案。此外，市公
安部门抽调内保、治安、巡特警、
交警、督查以及属地派出所等警
力，定岗定责，全力维护中高考期
间各考点及周边地区治安、交通

及环境秩序，为考生营造“万无一
失、绝对安全”的考试环境。

护航高考，离不开为广大考
生营造良好的考试、休息环境，为
此，市公安部门通过加强宣传，走
访小区、建筑工地、广场等方式，
保障广大中高考考生可以安心学
习、休息和考试。其中，城东派出
所针对辖区内新小区、新楼盘较
多的特点，提前印制《中高考防疫
十注意》《防招生诈骗警方提示》
等宣传资料，通过组织警力走访
小区及建筑工地，在业主微信群
发布通知和监督举报热线，在考
点周边发放宣传册等方式，提醒
辖区内建筑工地在考试期间暂停
施工、小区业主暂停装修、市民暂
停广场舞，将噪音减小到最低，共
同打造安静的“中高考环境”。

中高考期间，市公安部门主动
服务，在护考岗准备饮用水、口罩、
雨伞雨衣等相关物资300余件，向
有需要的考生、家长免费提供。同
时，市公安局实行加强型巡防勤务，
加强道路交通指挥疏导、汛情防控
等工作，最大限度把警力投放至考
点周边街面进行沿街巡逻，进一步
加大考点周边区域可疑车辆、人员
的盘查力度，做好考点内部安全防
范、试卷保密保卫工作。中高考期
间，市公安部门每天抽调警力开展
护考执勤，确保一旦接到涉考警情
及考生求助，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迅速妥善处置。7月8日，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市第二高级
中学附近保障高考，一名考生焦急
地冲出校门，称其把下午的考试用
品落在了家里，需要立即去取。了
解情况后，民警当即驾驶摩托车搭
载考生回家，并准时返回考点。高
考期间，市公安局还设立了高考考
生“绿色通道”，对需要加急办理居
民身份证的考生优先受理、优先制
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特事特
办，共为6名考生提供办证服务。

■■ 警方动态警方动态

本报讯（记者李 娜 通讯员
孙旭益）7月3日，城东派出所
会同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抓获涉嫌诈
骗的嫌疑人赵某某。经审讯，
赵某某对利用他人身份信息注
册淘宝、支付宝等账号并出售
给不法分子牟利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事情还要从 5 月 11 日说
起，城东派出所在办理一起通
讯网络诈骗案件中，在江西省
赣州市查获了涉嫌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黄某某。据黄某某交
代，为了实施诈骗，他先后共购
买了20多个二手平台账号，而
这些账号都是从赵某某处购买
的。黄某某落网后，赵某某随
之被抓获。

那么赵某某哪来这么多账
号呢？原来，赵某某注册了一
家公司，对外打着招聘兼职的

旗号。所谓兼职，就是用身份
证在淘宝、支付宝等平台上注
册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兼职
人员”每注册一个账号，可以拿
到10元钱“报酬”。赵某某招募
的“兼职人员”基本是中老年
人，法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而
且平时也不登录这些平台。之
后，赵某某再通过交友群，以75
元至12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这
些账号，赚取差价。据赵某某
交代，他在出售账号时，明知买
家可能利用这些账号进行诈
骗、洗钱等不法行为，利欲熏心
的他仍然选择助纣为虐。而黄
某某就在赵某某出售账号的交
友群中，通过从赵某某处购买
的20多个二手平台账号，他共
诈骗了1万多元。

目前，黄某某、赵某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办之中。

本报讯（记者李 娜 通讯员
蒋 凯）出售个人实名银行卡账
号，很有可能会摊上大事。近日，
和桥派出所民警破获了一起非法
出售个人银行卡账号的案件，整
个破案过程可谓一环扣一环。

4月22日，市民陈女士、朱先
生等人来到和桥派出所报案称，
他们经人介绍下载了某投资
APP进行投资，然而当他们把钱
转进该APP后，发现钱被人划走
了，无法取出，几人共被骗了10
万余元。

接警后，和桥派出所立即展
开调查。民警通过侦查将目标锁
定在一名叫张某某的人身上。6
月11日，侦查民警在浙江省平湖
市将张某某抓获。经讯问，张某
某称在3月时，一名外号叫“黑
熊”的男子让他办理了银行卡“四
件套”，即手机卡、银行卡、网银U
盾、身份证复印件。办好后，张某

某就把“四件套”给了“黑熊”，没
再管过。根据其表述，该“黑熊”
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顺藤摸瓜，
于6月12日在平湖市某浴场抓
获外号“黑熊”的张某瑞。经讯
问，张某瑞如实交代了3月至4
月期间，他从不法渠道获悉有人
高价收购银行卡“四件套”用以从
事违法犯罪活动，遂以帮人结算
工资为名诱骗张某某等20余人
办理银行卡“四件套”，并以600
元一套的价格出售给“中间商”王
某某，非法获利12000余元。后
经侦查，6月22日，民警在平湖市
成功抓获了王某某，和“黑熊”一
样，王某某也是一名四处收购银
行卡“四件套”的“中间贩”，从中
赚取差价，最终将收购回的“四件
套”出售给他人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目前，张某瑞、王某某已被市
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切莫出售个人账号

出售个人淘宝、支付宝、微
信等个人账号涉嫌违法。一旦

将实名认证的账号交给他人，
会导致个人账号被盗、被封，如
果个人账号用于从事违法犯罪
行为，一经查实，将被追究法律

责任。
广大市民应加强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力度，妥善保管好自
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切莫因为

蝇头小利随意变卖个人账号。
一 旦 发 现 他 人“ 收 购 ”个 人 账
号，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
向公安机关举报。

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涉案男子相继落网

非法售卖平台账号牟利
一男子涉嫌诈骗被抓

7月8日下午，市公安局举行了“追寻家乡印记·忠诚勇担使命”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以进一步激发队伍活力，坚定公安民警的使命和担当。活
动中，部分党员、团员民警代表走进市博物馆，参观了通史馆、现代名人
馆、风土馆等5个展厅。 （通讯员 曹 辰 摄）

实践活动激发队伍活力实践活动激发队伍活力

防暴处突模拟演练防暴处突模拟演练

梅雨季节，为确保
中小学生雨天出行安
全，市公安局加大早晚
高峰时段路面执勤警力
配置，引导市民选择科
学出行方式，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图为 7 月 9 日，交
警大队执勤民警正陪伴
学生及家长有序通过斑
马线。

（通讯员 赵振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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