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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动态警方动态

开展文明劝导培训

实地感受革命精神

□记者曹 瑜 通讯员张 嘎

为民办实事 助力高质量

宜兴警方高标准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智慧化、现代化、高效化

丁蜀警务工作站全力当好
服务地方发展的“守卫者”

9月9日，荆邑警务工作站集中开展全体民辅警文明交通劝导的规
范培训，针对前期出现的问题，详细讲解简易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查纠要
领，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宣布该站交通执勤“三个规定”。通过此次培
训，全体民辅警在思想认识和业务能力上均有较大提升，为下阶段全力
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打牢基础。 （通讯员 高 烨 摄）

今年开始，中央文明委在全国
开展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试点，打造
一批更具引领力的“文明高峰”。9
月8日上午，市公安局召开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全市文明
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情况，认真
分析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目标再
攀高、创建再发力，以更高标准推
进文明典范城市建设工作。翻篇
归零重新出发，创优创先再创佳
绩，宜兴警方在新起点继续担当创
建主力军，为争创文明典范城市贡
献力量。

强势出击，扫清交通顽疾

新一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
展以来，交警部门严格根据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履职担
当，加强整体联动，向酒驾醉驾等
严重交通违法及非机动车、行人不
文明交通行为发起强力攻势，推动
重点工作落地有声。

在认真回顾总结今年以来文
明交通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基础上，
市公安局认真分析问题短板，部署
安排文明交通提升行动。牢牢抓
住全市文明交通管理的薄弱环节，
突出重点、问题导向，全面分解任
务、落实责任，突出重点路口、重点
路段、重点行为，做到逐点定人、逐
人定岗、逐岗定责。同时，积极协
调交通、城管等部门建立起联合执
法工作机制；对接教育部门，向全
市学校发放交通安全倡议书；主动
对外卖、跑腿、投递等单位企业，强
化行驶车辆安全管理，严格遵守文
明交规。

强化秩序管理，整治各类交通
乱象，维护道路交通和谐畅通。交
警以显见性交通违法整治为切入
点，通过“网上巡逻”“鼠标执法”等
手段，针对商业区、校园周边道路
等机动车停车秩序乱的路段进行
违停违法行为抓拍。同时，在重点
路口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在保
持常态化早晚高峰执勤的基础上，
加派警力驰援重点路口路段，抽调
机关、派出所、警务工作站警力强
化文明劝导查纠行动。同时，发挥
铁骑勤务优势，加强动态巡查管
控，重点查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
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和越线停车
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加大对典型案
例曝光。

主动作为，直击民生热点

近年来，治安部门根据市委市
政府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的统一部署，立足主业主责，积极
主动作为，凝聚攻坚合力，持之以
恒做好各项创城工作，全力推进文
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立足
社会面场所管控，公安机关将易滋
生违法犯罪的旅馆等行业场所作
为阵地控制重点，逐家逐户摸排清
理，实行从业人员实名准入制度，
严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同时，明
确住宿、上网人员身份查验登记、
信息上传、治安巡查等工作要求，
做到有章可循、管理规范。

立足民生民意需求，规范养犬
管理。治安部门多次牵头召开犬
类管理工作协调会、文明城市精细
化管理重点问题整治部署会，积极

探索犬类管理长效机制，起草本市
养犬管理实施办法，开展沉浸式文
明养犬宣传活动。结合教育整顿

“五走进五必访五提升”活动，民警
定期走访犬患矛盾多发社区、发放
《致养犬人的一封信》，提升民众依
法养犬、文明养犬知晓度。对犬患
突出的重点区域，民警则组织力量
加强巡查，及时查纠违法违规养犬
和不文明养犬行为，对流浪犬进行
收治，对病（狂）犬及时进行处置和
无害化处理。今年以来，共排查各
类犬只3130余只，年审换证2720
张；捕捉无主流浪犬只536只、清理
禁养犬53只，调解处理因犬类整治
引发纠纷67起。与此同时，针对市
民群众经常诟病的乱张贴小广告
等问题，专题部署违法小广告常态
长效治理方案，突出做到“全方位
清零、全链条打击、全覆盖宣传”，
推动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进一步
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便民利企，打造最优窗口

一个服务窗口的文明素质，展
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市公安
局通过不断优化窗口服务、加强文
明宣传，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为创建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9月9日，市公安局在经开区派
出所举行了派出所“综窗”建设现
场推进会，围绕“综窗”建设工作开
展座谈交流。现场与会人员实地
查看了试点“综窗”各功能区域、软
硬件设施配备及自助设备使用、业
务办理流程，及部分派出所“综窗”
筹建进展介绍。近年来，在推动派

出所改革工作中，市公安局以“放
管服”改革为抓手，以服务更优为
目标，不断拓展基层一线窗口服务
范围，全市公安窗口开展“提亮”行
动，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办事服
务。与此同时，根据辖区实际和服
务需求特点，在承接上级规定下放
的事项外，积极创新、延伸触角，努
力把派出所“综窗”打造成基层公
安综合服务体。据了解，开发区派
出所“综窗”是我市首个正式启用
的试点，自启用以来，通过就近办、
上门办、预约办，已先后办理车驾
管、户籍、出入境等各类业务2000
余件次。

强化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积极
参与和响应。全市公安机关广大
民警积极走访辖区沿街商铺、走上
街头路面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呼
吁广大业主自觉维护门前停车秩
序，提醒群众文明安全出行，共建
和谐畅通的交通环境。深入公交
公司、出租车公司等重点客货运企
业，加强重点驾驶人教育培训，面
向企业安全负责人、驾驶人开展安
全行车专题教育，向企业传达交管
工作动态和安全预警信息，确保交
通安全教育有成效。加强和市级
媒体和本地自媒体平台的沟通交
流，强化网络传播联动效应，加大
文明宣传力度，同时依托“平安宜
兴”微信公众号、“宜兴交警”抖音
号，加大文明宣传力度，并重点曝
光随意乱停车、占用消防通道出口
停车等违法行为，规范机动车驾驶
人交通行为。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
子来说，实施诈骗除了需要他人的
电话卡和银行卡之外，利用他人电
话卡、银行卡注册绑定的微信号和
QQ号更是他们实施犯罪的主要工
具，而这些工具竟然被一些所谓的

“养号人”集中养着并贩卖。
9月2日，宜兴警方成功捣毁一

个通过“猫池”养号为电信网络诈
骗等犯罪提供即时通信工具的犯
罪窝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
某，缴获电脑3台、“猫池”设备25
台、手机卡1000余张、作案手机2
部。目前，陈某某（男，28岁，广东
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被我市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今年9月，市公安局网安部门
在对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线
索展开摸排研判工作中，发现在我
市竟藏有一个“养号”窝点，于是会
同城东派出所突击检查我市某小

区嫌疑据点。检查过程中，租住在
此的男子陈某某神色慌张，面对民
警询问支支吾吾。民警打开一处
上锁的房间后，发现内有大量手机
卡正插在20余部“猫池”设备上，并
通过连接的电脑被全程操控，涉嫌
养号，于是传唤陈某某进行审查。
经询问，陈某某如实交代了通过养
号、卖号帮助他人实施网络犯罪的
事实。

陈某某原先在我市经营一家
门店，去年因经营不善倒闭后，他
转头盯上“猫池”养号，知道这种方
式有利可图。今年4月起，他通过
社交网站联系上一名上家，为对方
提供的2000余张手机卡进行养号，
收益可观。今年7月以来，又有多
名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找到他，并主
动为其提供大量“猫池”设备让其
养号。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后，陈
某某在明知对方实施网络犯罪，仍
然为他们提供大量手机卡绑定微

信、QQ号。经调查，短短一个月时
间，陈某某就通过“养号”非法获利
2万余元，直至被警方及时发现并
查获。

那么，什么是“猫池”？“猫池”
是网络通信的一种硬件设备，有多
个可以插入手机SIM卡的卡槽，能
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
号。不法分子利用“猫池”设备，通
过网络平台大量注册账户，利用软
件模拟虚假使用痕迹，将手机卡伪
装成正常手机卡，并将收集到的相
关信息发给下游“客户”使用。而
这些下游“客户”往往与网络欺诈、
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密切相关。

警方郑重提示，日常生活中，
广大市民一定要提升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妥善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
行卡、手机卡等信息，一旦丢失，要
立即挂失，对于废弃不用的应及时
办理注销业务，不随意丢弃、买
卖。更不能贪图一时小惠小利，出

租、出借、出售自己的身份证、银行
卡、手机卡。这些都可能导致犯
罪！ （记者 曹 瑜 通讯员 周昱卓）

>>>相关链接

什么是“帮信罪”？

《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设，作
为《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明知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
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
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
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
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本报讯（记者陈 濛 通讯员
张 嘎）9月11日，宜兴市公安局
丁蜀派出所（丁蜀警务工作站）
正式与大家见面，丁蜀镇美好蓝
图上又增加了一位24小时待命
的“守护者”。作为服务保障丁
蜀镇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延伸警
务触角、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
措，丁蜀警务工作站是无锡地区
首个镇区警务工作站，也是市公
安局以巡处一体化改革为牵引，
强化街面综合防控效能、探索现
代化警务治理新模式的一次全
新实践。

坐落于龙溪之畔的丁蜀警务
工作站，从今年2月启动规划，历
时7个月建设历程，从一张抽象
的设计图跃然成为守护辖区安宁
的主力军。站内主要分为7个区
域，分别是接处警大厅、装备室、
勤务室、调解室、询问室、综合指
挥室及自助服务区。该站主打

“机动、高效、便民”品牌，突出“巡
处一体化、警务现代化、服务便民
化”，着力打造“24H”守护平安、
服务群众的街面“桥头堡”。

按照“打击犯罪街面化、接警
处警街面化、服务群众街面化、矛
盾调处街面化”的功能定位，该工
作站做到屯警街面、动态布警，突
出巡处一体化。通过划分巡区网
格，按照“动中备勤、闭环处置、智

能感知、协同联动、专业巡处、精
准防控、应急处突、共善共治”的
原则开展全天候警务工作。

工作站内现代化的综合指挥
室，集指挥调度、信息研判、视频
巡查于一体，突出“服务一线、贴
近一线、贴近实际”理念，并配备
最新的现代化警用装备，为巡处
一体插上了科技翅膀。依托自主
研发的联合指挥平台，将巡逻警
力动态一图展示，可以随时根据
辖区警情调整勤务部。警务工作
站铁骑力量还融入派出所、交警
中队铁骑巡控队进行统筹调度，
借助全景云眼、多维融合感知等
信息化手段，实现智慧导巡、全域
感知、精准处置，助力打造“全区
域、全覆盖”的立体巡控体系。此
外，融合配备 PTT 指挥调度集
群、4G执法仪、掌上警务通，立足
研发的实战平台，让勤务模式更
加现代化，实现了可视化布警、扁
平化指挥、系统化防范。

该警务工作站同时设有
“24H”便民自助服务区，现已入
驻出入境自助签注、交通违法自
助办理、居住证办理服务，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办理高频服务事
项。同时，依托户外电子大屏，滚
动刊播交通安全、全民反诈等主
题视频，让安全防范宣传无处不
在，筑牢平安高地。

近日，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大队分批组织党员民警前往西渚镇白塔
村，参观于伶纪念馆。于伶先生的生活物品、个人传记、手稿、影像故事
等，充分展示了用笔作刀枪、以戏剧作武器，投身革命运动的峥嵘岁月。
党员们深受鼓舞和激励，纷纷表示要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为高质量推进宜兴公安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讯员 季 节 摄）

“猫池”养号！

一男子涉嫌“帮信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一线警事一线警事

市公安局依靠现代科技与警务机制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
积极打造更加多维立体、智能高效的现代城市防控网络，有效提升了一线执法能力。

上图为陶都警务站会同交警铁骑利用远程执法系统开展路面查控工作。
左图为交警铁骑快速到达指令现场展开远程执法，有效提升社会治安智能化管理

水平。 （通讯员 赵振伟 王 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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