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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警事一线警事

宜兴警方“快”字当先
速破“小案”保民生

推行“一门一网一窗通办”

市公安部门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 警方动态警方动态

7月23日上午，一场主题为“防风险、除隐患、扼事故”的消防安全培
训在大浦派出所举行。培训中，培训讲师详细讲解了火灾现实危害、报警
注意事项等消防安全知识，并结合近年来身边的典型案例及日常生活中
容易忽视的细节，重点阐释了正确开展安全疏散与逃生、自救等内容。此
外，培训讲师还现场演示了各类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让消防安全知
识深入人心。 （通讯员 田婷婷 摄）

街头扒窃、盗窃电动车、电信
网络诈骗……小案子连着大民
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
破“小案”、保民生，宜兴警方在全
力攻克大要案件的同时，积极落
实“盗抢骗”等“小案”的快速侦查
机制，今年以来，侦破传统“盗抢
骗”案件560余起，有力维护了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念好破案防控“三字经”

“小案不能小看，破小案更能
解民忧。”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
长周俊峰介绍，为有力营造快速
侦办小案的氛围，市公安部门在
理念上突出“必”字、在方式上突
出“防”字、在效果上突出“真”
字。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必须
树立“既要破大案，又要管小案”
的理念；通过推行单位自防及村
（社区）自防，增加街面见警率，强
化对前科劣迹人员跟踪管控、邻
里守望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案
件发生。

6月24日上午，太华派出所
向破获的一起盗窃案件受害人
进行退赃，受害人收到民警追回

的 2.4 万余元赃款，连连称谢。
“破案不是完结，追赃挽损才是
目标。这就是效果上的‘真’。”
周俊峰说，为此，公安机关把追
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
破案句号划在“追赃还民、追逃
结案”之后。7月 20日，宜城派
出所收到群众魏女士送上的一
面锦旗。一周前，该所针对前期
破获的盗窃案件，向受害群众魏
女士返还被盗赃款及财物共计价
值2万余元。今年以来，宜兴公
安累计追回并向受害人退还被盗
摩托车、手机、现金等价值110万
余元。

深化完善小案侦办“三机制”

通过深化完善案件全勘查、
全研判，视频全追踪“三机制”，宜
兴公安不断健全小案侦办体系。
特别是依托“村村通”工程建设，
全面构建“街面巡控、视频监控、
卡点堵控”联动一体的立体化治
安防控网络，有力提升了“小案”
的破案率。

7月 28日上午，路女士将一
面印有“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的锦

旗送至新庄派出所，对新庄所4小
时内快速将其被盗车辆完好追
回，并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归
案表示感谢。7月24日上午，新
庄派出所接到市民储先生报警
称，其停放在某小区的汽车被
盗。接警后，侦查民警立即查调
案发现场监控并结合被盗车辆轨
迹综合研判，确定柳某等二人有
重大作案嫌疑。当天上午就在某
网吧将柳某抓获。经审查，柳某
交代其与刘某于7月24日凌晨，
在案发小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盗
窃车内财物时，发现一辆黑色轿
车车门没锁且留有备用钥匙，遂
将该汽车偷走并欲逃往外省的犯
罪事实。

打好三大“攻坚战”

“闪电战”“阵地战”“合成
战”……为提升“小案”侦办水平，
宜兴警方制定了三大攻坚战术。
全市各级公安部门严格落实快处
警、快勘验、快侦查、快合成、快研
判、快抓捕、快追赃等“七快”措
施，同时对废旧物品收购点等场
所开展全面清查，避免让此类场

所成为犯罪分子的销赃场所，并
以侦查办案体系改革为契机，打
破警种壁垒，实现资源共享，提升
破案质效。

4月14日下午18时许，官林
镇某电缆厂铜丝被盗，损失价值约
6万余元。公安侦查部门综合运用
视频追踪、合成研判等措施，不到
三小时就成功抓获企图逃跑的犯
罪嫌疑人，及时为涉案企业挽回经
济损失。

同时，宜兴公安机关充分利
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打通不同
警种、信息和侦查手段之间的壁
垒，探索形成“资源整合、专业研
判、精准打击、规范执法”的工作
体系，为“破小案”提供支撑。今
年5月23日上午，韩女士向警方
求助。接警后，太华派出所民警
立即展开立案侦查，发现她遭遇
了典型的交友诈骗案件。根据
韩女士提供的线索，男子刘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随即通过开展合
成侦查，收集各类电子证据，于5
月 27日，在上海市将刘某抓获。
证据当前，刘某对所犯事实供认
不讳。

□记者郑莹媛通讯员徐瑨史炜亦

本报讯（通讯员张 嘎 邵 萍）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行政许可部门
以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为指引，切
实发挥公安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
牵头协调推动作用，以开展“放管
服”改革工作“规范提升年”活动为
抓手，积极推出“一门通办、一网通
办、一窗通办”举措，进一步优化我
市营商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
度。截至目前，市政务服务中心、
出入境、车管所等处的公安窗口共
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15万余件，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率 始 终 保 持 在
100%。

进好一个门，实现行政审批服
务集中办。市公安局行政许可部
门围绕“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的目
标，按照“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进
必授权”的原则，加强与我市相关
职能单位和市公安局相关警种部
门的沟通协调，推动更多的公安行
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进驻市政
务服务大厅。截至目前，市公安局
已有24个服务事项进驻市政务服
务大厅，年平均办件量达 5 万余
件。其中，公安非现场交通违法处
理业务进驻市政务服务大厅实行
集中办公后，日平均办件量超700
件。通过积极推进公安服务事项
集中办理，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了

“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困难，提
高了办事效率。

用好一张网，实现行政审批服
务全网办。市公安局行政许可部
门依托“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现
代勤务模式，积极参与江苏政务服

务网建设，提升群众满意度。目
前，市公安局90个行政权力服务事
项已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目标，
其中83项实现“完全不见面”目标，

“最多跑一次”“不见面”项目已全
部被纳入江苏政府服务网“公安旗
舰店”的公安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使“网上跑成常态、线下跑是例外”
目标得到了实现，群众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智能便捷的网上服务，办
理相关业务。同时，市公安局行政
许可部门全面启用市政务服务大
厅、出入境大厅的便民自助服务
区，为群众提供24小时“无休假式”
服务。

开好一扇窗，实现行政审批
服务集成办。对照上级行政审批
服务工作要求，市公安局行政许
可部门结合宜兴实际，积极构建
以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为主
导的行政审批服务工作体系，进
一步建立健全了项目统筹、在线
服务、审批监管、安全保障、考核
评价等一批工作规范和运行机
制，确保公安行政审批工作集约、
高效开展。同时，积极推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一窗受理”服务模式，
变“一事跑多窗”为“一窗办多
事”，有效破解了专窗办专事、忙
闲不均等瓶颈问题。此外，市公
安局行政许可部门还强化“全科
医生”式窗口民警培训，确保“一
件事、一窗办”，既提升了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效能，又极大方便了
办事的企业群众。

本报讯（记者郑莹媛 通讯员
丁月洁）近日，徐舍派出所通过
层层追查，破获了一起以刷单赚
钱为由的诈骗案件，成功抓获诈
骗嫌疑人黄某良。

事情还要从今年4月说起，
受害人廖某认识了犯罪嫌疑人
黄某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后，黄某良对廖某说可以带她刷
单赚大钱。廖某表示自己不会
操作，对此，黄某良打包票说，他
可以代劳操作，廖某只需要投资

“坐享其成”即可。廖某又表示
自己手头没有太多资金，黄某良
则称，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贷款就
可以“轻松”搞定。在黄某良百
般劝说及再三保证下，廖某动了
心，并把自己的手机交给黄某
良，由他代替自己在网络平台上
进行贷款。很快，黄某良就用廖
某的手机，成功在网上银行、支
付宝等平台“套现”18万元，并
将这些钱全部转走，开始所谓的

投资。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廖

某始终没有收到黄某良允诺的
“投资回报”。而她每次询问黄
某良，他总是找借口推脱，比如
最近的投资收益不稳定、钱到账
的时间延后了等，让廖某放心并
耐心等待，自己一定会把“投资
回报”和本金给她的。三番五次
下来，廖某愈发觉得不对劲。7
月，心生怀疑的她开始查询自己
的转账记录，发现自己的支付宝
账号曾经给曾某和葛某两人转
过账。但是廖某不认识这两人，
更不可能主动转账给他们。为
了查明真相，廖某随即通过支付
宝与曾某、葛某取得联系。经过
交谈，三人才发现自己都被黄某
良骗了。要不是廖某主动联系，
曾某和葛某依旧被蒙在鼓里。

廖某立即来到徐舍派出所
报案。了解情况后，民警将曾
某、葛某召唤至派出所了解情

况，发现三人均被同一人用同一
种手段进行诈骗。通过三人提
供的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了黄某
良，并查明他曾于2018年7月，
以帮人赚回输掉的彩票钱为借
口，骗取他人财物2万余元的犯
罪事实，目前黄某良还处在缓刑
期。原来这是一名诈骗惯犯！
掌握线索后，徐舍派出所将黄某
良抓获归案。

经审查，黄某良如实交代了
自2018年以来以结交朋友的方
式寻找诈骗对象，在“混熟”后利

用对方的信任实施诈骗，而他诈
骗所用的伎俩都是帮人刷单赚
钱。其中，曾某被骗13万元，葛
某被骗25万元，廖某被骗18万
元，这些钱都被黄某良挥霍一
空。此前，黄某良对曾某和葛某
表示，帮他们投资的钱亏了，但
是本金一定会还给他们。为了

“稳住”两人，他“拆东墙补西
墙”，用廖某的支付宝账号向两
人转账，声称这是还给两人的部
分本金。目前，黄某良已被刑
拘，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诈骗惯犯又行骗 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警方提醒：即便认识提供
投资建议的人，也一定要研
究对方提供的投资项目，对
于任何得不到书面记录的投
资机会要保持谨慎态度，提
高鉴别真伪能力，不要轻易
汇款。同时，要有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银行卡、支付宝等
账号密码不能轻易交由他人
管理。最后，如果遭遇诈骗，
不要因为对方是朋友，便碍
于情面选择私下处理，一旦
发现被骗，应及时收集相关
证据，主动报案。

连日来，市公安部门会同市司法部门围绕基层群众需要，持续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图为7月22日，市公安局法制大队与市司法局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在辖区法治文化广场开展宣传活动，回应群众关注的法

律问题，让《民法典》走进社区，走进群众生活。 （通许员 张 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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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安全宣传进企业行车安全宣传进企业
为增强夏季高温天气机动车驾驶人员安全行车意识，7月23日，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丁蜀镇相关企业，开展夏季行车安全宣传活动。民警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事故案例等方式，普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及夏季出行
注意事项，提醒广大驾驶员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 （通讯员 范逸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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