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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劝阻受骗老人 及时止付成功挽损
乌海讯 日前袁 乌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接到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电话袁 民警快速出
动袁多方联合袁与骗子野赛跑冶袁成功劝阻了
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袁 为老人挽回了 12万元
的损失遥

1 月 10 日 12 时 49 分袁 乌海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接到中国农业银行青山路支行工
作人员报警称袁 一位老人正在填写汇款单
给陌生人转账遥 由于金额较大袁对方也反复
电话催促老人转账袁 让银行工作人员起了
疑心袁 于是劝导老人核实清楚情况后再汇
款遥 对方却在电话中诱导老人离开银行袁前
往其他地方进行转账遥 这时袁银行工作人员

想起了此前民警多次开展的反诈宣传袁立
即拨打了 96110电话向反诈中心求助袁希望
警方到现场进行劝阻遥
通过报警人的描述袁反诈中心民警凭借

工作经验推断袁 该老人可能遭遇电信网络
诈骗袁于是立即派大庆路派出所出警袁前往
银行进行劝阻遥 时间紧迫袁为防止老人将钱
转出袁 大庆路派出所民警让银行工作人员
稳住老人袁随即驱车前往银行袁和骗子展开
一场时间野赛跑冶遥
民警到达现场时袁 老人已经填好了一

份 12 万元的汇款单袁 民警立即阻止了老
人遥 经过询问老人袁民警得知袁老人当日早

晨接到自称是其孙子的电话袁 对方哭哭啼
啼说自己因为违法被抓袁急需用钱袁要求老
人立即汇款 12 万元人民币袁并叮嘱老人不
得将情况告知其父母袁以免他们担心遥老人
信以为真袁情急之下拿起银行卡尧身份证就
往银行跑遥途中袁对方一路持续与老人保持
通话袁 不断进行电话引导老人进行一系列
操作遥民警反复地劝说袁告知这是仿冒身份
欺诈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袁 并对诈骗套路进
行详细剖析袁 老人方才如梦初醒袁 险些被
骗遥

正在这时袁骗子再次打来电话催促转账袁
民警通过老人的手机向对方表明身份袁 警告

对方立即停止诈骗袁对方匆忙挂断电话遥
民警联系老人的家人到现场将其接回袁

在等待女儿过来的期间袁 民警向老人说院
野人一辈子能攒几个 12 万袁 让人骗了可怎
么办钥 快把您的钱装好袁以后一定要提高防
范意识遥 冶老人说院野谢谢警察同志袁我不会
再接这样的电话了遥 冶事后袁民警再次利用
96110拨打老人及子女电话进行跟进宣传袁
科普反诈相关知识袁 详细讲解了几种电诈
高发案件的诈骗手法袁 并让其下载安装国
家反诈中心 APP袁开启野来电预警冶模式袁让
老人守好自己的野钱袋子冶遥

渊乌海市公安局供稿冤

金山讯 1月 10日袁 包头市固阳县公安
局治安管理大队查处一起赌博案袁 行政拘留
3人遥

1月 3日下午袁 该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一起涉及多人的赌博违法犯罪
线索袁 在固阳县某镇某村一居民家内聚众赌

博遥 根据线索袁 治安管理大队立即进一步开
展侦查袁随后迅速集结警力雷霆出击袁将正在
赌博的参赌人员一举抓获遥

经讯问袁徐某尧钟某尧郝某对其召集多人
在自己家中聚众赌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警方依法对赌博组织者钟某尧徐某和为

赌博提供条件者郝某给予行政拘留 5日遥
警方提醒院赌博行为害人害己袁请大家远

离赌博袁切勿参与赌博活动遥 公安机关以野零
容忍冶的态度坚决打击赌博违法犯罪行为袁希
望广大居民向警方检举揭发袁携手共建文明尧
和谐尧平安的社会环境遥 渊肖玥冤

聚众赌博当场被抓 违法人员受到拘留

城关讯 1月 13日袁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公安局成功抓获一名诈骗案在逃人员贺某
龙遥
该局办案民警前期通过侦查手段发现袁

在逃人员贺某龙在湖南省长沙市有活动轨
迹遥得到这一线索后袁办案民警迅速与当地辖
区派出所取得联系遥 为确保抓捕万无一失袁
该局刑警大队派出精干警力袁并制定详细抓

捕计划遥 在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局侯家塘派出
所的协助下袁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贺某龙并
押解归案遥

经讯问袁 犯罪嫌疑人贺某龙对以承包建
筑工程为由袁骗取同村村民白某某等十六人
64万余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 嫌疑人贺某龙已被和林格尔县公
安局依法刑事拘留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遥
警方提醒院天网恢恢袁疏而不漏袁正义可

能会迟到袁但不会缺席遥 在逃人员不要抱有
侥幸心理袁尽早投案自首袁争取宽大处理遥 同
时袁对隐瞒尧包庇尧窝藏在逃人员袁为在逃人员
逃避提供便利条件的袁 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遥

渊王宏宇冤

警方千里追逃 嫌犯落网归案

本报讯 渊记者 宋宏颖 通讯员 赵立昕
袁耀娟冤在 10天内连续多次实施盗窃袁在赤
峰市松山警方的不懈努力下袁 杨某等 4人组
成的盗窃团伙于日前落网归案遥

2022年 12月 28日袁赤峰市公安局松山
区分局刑侦大队接到报警称袁 松山区一烟酒
店被盗袁丢失大量名烟尧名酒以及现金袁总价
值 5.6万元遥接到报案后袁办案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工作遥 通过调取店铺和周
边的监控视频袁以及对现场的仔细勘查袁办案
民警确定这是一起有组织尧有预谋尧多人参与
的盗窃案件遥 办案民警经过对线索的细致分
析尧串并调查发现袁该盗窃犯罪团伙在辖区多
日内已连续作案多起袁盗窃财物众多袁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遥

经过前期周密细致侦查袁 办案民警迅速

锁定了盗窃嫌疑人袁 并逐一确定了其身份袁
2023年 1月 5日袁 办案民警经过连夜蹲守袁
终于在松山区一饭馆内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等

4人一举抓获遥
经讯问袁该犯罪团伙对在 10日内连续作

案 5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盗窃财物已被如数追缴袁案件相关

的取证工作还在进行中遥

盗窃团伙连续作案 警方循线一举抓获

锡林浩特讯 野真是不该穿越线路袁只顾
图方便了袁忘了穿越铁路的危害了袁以后再也
不会了冶袁付某懊悔的不停摇头遥 这是发生在
集通铁路沿线的一幕遥

1月 9日袁 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经棚车
站派出所的两名民警正在开展铁路沿线安全
隐患排查遥 突然袁 两个迅速奔跑的身影出现
在民警的视野里遥 野有人穿越铁路袁快遥 冶教导

员赵成龙立即拔腿往前跑袁 这个时候要是有
火车通过后果不堪设想遥 越想越着急袁两名
民警几步跑到穿越线路的两名男子面前袁将
他们拦了下来遥 并迅速拽着两名男子走到了
线路护网外面遥

野老乡袁不能穿越铁路啊袁这段线路是段
弯道袁火车根本来不及发现你们袁一旦有火车
通过可咋办冶遥 赵成龙严肃地说遥

看到民警又急又气的样子袁 两男子终
于知道差点铸成大错遥 随后袁民警依据相
关法律条款对两名男子处以行政罚款处
罚遥
铁路警方提示院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袁为了自身安全考虑袁再着急也不能穿越
铁路线以及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尧坐卧遥

渊徐东炜 冤

图方便横穿铁路 遇民警及时阻止

开展反诈宣传 提升防骗意识

为有效预防和减
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
生袁提升群众和职工防
骗能力袁锡林浩特铁路
公安处正蓝旗车站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铁路沿线及内部单
位袁开展电信网络反诈
宣传活动遥 活动上袁民
警为辖区群众和职工
讲解反诈案例袁通过以
案说法尧 发放宣传资
料尧播放反诈宣传片等
形式袁展示常见诈骗手
段和防范方法袁保证群
众和职工的财产安全遥
民警还提醒群众和职
工要下载国家反诈中
心 APP袁 做好日常防
护遥

袁存雨
张 博 摄

酒后驾驶当场被查
屡教不改受到严惩

本报讯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邱瑢冤饮酒
一分醉袁驾车千分险遥 近日袁一男子因酒后
驾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袁 令人不解的是
该男子找各种理由百般推脱袁 迟迟不配合
酒精检测遥

野我就喝了一小杯冶野我女儿还在念大学冶
野同志袁就放过我这次哇冶野下次再不了冶噎噎

2022年 12月 9日晚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达拉特旗大队民警在新奥大道例行
检查时袁 对一辆蒙 K牌照的小型轿车进行检
查时袁闻到车内散发着浓烈的酒气袁随即对该
车驾驶人石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遥但是袁
石某某却百般推脱袁 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
拒绝酒精检测遥与民警周旋 1个半小时后袁终
于完成酒精检测袁结果为 70mg/100ml袁属于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遥

经办案民警进一步查询后发现袁原来袁这
已经是石某某第四次酒驾被查获了遥 石某某
第一次于 2012年 12月 5日因醉驾被达拉特
旗交管大队民警查获并处罚曰 第二次于 2015
年 6月 6日又因醉驾被达拉特旗交管大队民
警查获并处罚曰第三次于 2015年 10月 24日
再次因醉驾被达拉特旗交管大队民警查获并
处罚遥 此次石某某不仅不吸取之前牢狱之灾
的沉痛代价袁 又一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民
警当场查获遥

据石某某交代袁 其在母亲家吃饭时喝
了一两左右的白酒袁 以为自己喝的少应该
没事袁 便驾车回家袁 没想到被交警逮个正
着遥 民警对其屡教不改的行为进行了严厉
批评袁并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曳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和叶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曳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渊三冤项之规定袁给
予石某某暂扣驾驶证 6 个月并处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遥

酒后殴打他人
潜逃数日被抓

通辽讯 日前袁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
西门派出所抓获两名斗殴违法行为人遥

1月 7日下午 1时许袁西门派出所得到线
索袁称 2022年 12月 30 日凌晨 1时许袁在通
辽市科尔沁区某小区门口袁 两名年轻男子殴
打一名年轻男子后正在北苑附近的某宾馆睡
觉遥

事不宜迟袁西门派出所民警快速出击袁将
还在睡梦中的周某某尧李某某逮个正着遥

据了解袁违法行为人周某某尧李某某和其
他几个年轻人在科尔沁区的某酒吧 野跨年冶袁
当周某某和李某某从该酒吧走出来都已经是
凌晨一点左右了遥刚从酒吧出来袁周某某正巧
碰见了之前和自己有野过节冶的张某某遥 周某
某借着酒劲将张某某叫住袁 不由分说的将张
某某劈头盖脸的暴打了一顿遥 李某某见自己
的好朋友周某某打张某某袁生怕周某某吃亏袁
一不做二不休的也为周某某助阵袁 张某某只
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遥过了好一会儿袁被
打的张某某踉踉跄跄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袁拦
了一辆出租车袁直奔西门派出所遥

接连几日袁 西门派出所的民警一直都没
有放弃对违法行为人周某某尧 李某某的查辑
工作遥在民警和社会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袁殴打
他人潜逃数日的违法行为人周某某和李某某
终因一时冲动而身陷囹圄遥 渊张洪涛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