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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对今年全市
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部署，通
过重点打击十一类黑恶势力，以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为人民群众创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坚决打赢扫黑除恶
斗争这场硬仗。

工作中，全市公安机关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使命担当，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
放松，紧扣“深化攻坚”主题，坚持以打开
路、打早打小，坚持黑恶必除、除恶务尽，
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以重点地区、行业、领域为
突破口，在打深打透、依法严惩、系统治
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推动专项斗
争不断实现新突破，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

就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公
安局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紧盯十一类黑
恶势力，认真分析辖区黑恶势力犯罪形
势、特点，因地制宜，找准重点，重拳出
击；要密切关注本地新领域、新业态的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开展专项打击
行动，坚决将新型黑恶势力打击遏制在萌
芽状态；要狠抓线索摸排核查，打好专项
斗争主动仗，要拓展线索摸排广度、广泛
发动群众举报线索；要紧盯专案侦办攻
坚，持续发起强大攻势；要全力推进打

“财”断“血”，打深打透打彻底；要严格依
法依规办案，确保打稳打准打狠；要持续
深入发动群众，营造浓厚工作氛围，要加
大正面宣传、发动群众、舆论引导力度，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要配合开展基层治
理，夯实长治久安基础，要毫不动摇地坚
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坚决
打赢扫黑除恶这场硬战。 朱懋森

我市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

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

黑恶势力；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

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

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

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

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黑恶势力；

●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实施

“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

队”的黑恶势力；

●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

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

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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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扫黑办

十一类黑恶犯罪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近日，浈江交警大队一中
队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主动作为，
出重拳打击摩托车和电动车违法装伞
行为，及时消除路面隐患，保护市民生
命财产安全。

近期，浈江交警大队一中队根据大
队关于严厉打击摩托车、电动车非法
安装遮阳雨伞违法行为的工作部署和
要求，采取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措
施，强化源头管控、切断雨伞来源，强

化路面管控、严格依法查纠，强化宣传
教育、营造浓厚氛围等措施，科学分析
辖区道路交通现状，掌握摩托车、电动
车出行规律、交通违法行为和事故发
生特点，紧密结合当前重点工作，突出
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出重
拳打击摩托车、电动车非法安装遮阳
雨伞违法行为。据统计，该中队近期
开展打击摩托车、电动车非法安装遮
阳雨伞违法行为 15 次，收缴非法安装
的遮阳雨伞近 100 把，教育违法驾驶人
100 余人次，查处一大批涉牌、涉证、涉
检和涉保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依法
暂扣违法摩托车 100 余辆，有效净化了
城区交通环境。

交警提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 54 条规定，摩托车载物，

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长度不

得超出车身 0.2 米。两轮摩托车载物

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摩

托车上加装雨伞，不但违法，而且危害

多多：阻挡视线易发生事故；利器在前

易发生危险；3.稳定性差易发生侧翻；

4.伞边锋利易伤及他人；5.金属导电易

遭到雷击。

张云飞 摄影报道

摩托车安装遮阳雨伞违法

本报讯 日前，乐昌市公安局城北
派出所侦破多起盗窃案，嫌疑人是吸
毒人员刘某园。

近期，乐昌市区医院频发患者财
物被盗案件，该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
多 次 接 到 群 众 报 案 ，称 在 医 院 就 医
时 随 身 财 物 被 盗 。 接 报 后 ，城 北 派
出 所 组 织 警 力 着 手 调 查 ，通 过 摸 排
取证、调看相关监控视频，锁定嫌疑
人是之前曾多次流窜到医院内盗窃
患 者 财 物 的“ 瘾 君子”刘某园。3 月
21 日，办案民警在乐昌市大瑶山西路
某居民房内将刘某园抓获。

经查，刘某园，男，46 岁，乐昌市
人。尿检结果显示，刘某园尿液呈毒
品阳性反应。刘某园对其在医院偷窃
患者财物和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据刘某园供述，之前因盗
窃获刑，刑满释放后，再次走上吸毒之
路。为筹集毒资，他“重操旧业”，出没
于各医院盗取患者钱财。

目前，刘某园已被公安机关强制
隔离戒毒。 廖锦荣 洪玮

瘾君子潜入医院
盗窃被擒

为筹毒资

本报讯 俗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可是有人酒喝了不少，却没有“解
忧”，还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事发 3 月 24 日凌晨，乳源公安局
乳城镇派出所接辖区某场所报警称，
有人在场所大堂内发生矛盾并打架，
要求出警处置。接报后，民警火速到
达现场。与此同时，黄某接到好友在
场所被人打伤的电话后，也气势汹汹
直奔现场。本来一场不大的矛盾纠
纷，民警到现场调解后就可以平息化
解，但是黄某在酒精的“推波助澜”下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完全不问青红皂
白，上来就直接给民警一脚，严重妨碍
民警执行公务。暴力袭警后，黄某被
其他在场人员迅速拉开并带离现场。

案发后，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民警维权机制，将涉嫌妨碍公务的
黄某依法传唤至执法办案中心进行讯
问。经审讯，黄某对袭警妨碍公务的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黄某因涉嫌妨碍公务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韶关日报记者 蓝洁雯 通讯员 乳公宣

“袭警”妨碍公务
拘你没商量

“你还在车里吗？”“是是是，我还在
车里。”“那你等一下，我们找到了路过去
驾驶室！”听完驾驶员的语音回复，值班
民警、辅警边安抚着驾驶员，边借助手里
的紧急照明防雾灯，小心跨过眼前茂密
的竹林，拨开长得快半个人高的杂草，艰
难地向货车驾驶室靠近。

凌晨四点 救援警情响起

近日，南雄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执勤
民警、辅警接到警情指令，称在该市国
道 323 线梅岭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侧翻，
驾驶员被困于车内，无法脱身，请求救
援。黎明前夕，万籁俱寂，此时是人们
最为困乏的时候，听到有人被困，执勤
人员打起十二分精神，利用移动警务
终端识别到驾驶员所在的区域，立即
驾车赶往现场。

路面漆黑 货车侧翻水沟

到达现场后，执勤人员发现道路两
旁长满茂密的竹林和长得快半个人高的
杂草堆，在附近勘察了一遍，周围并无
车辆侧翻的痕迹。这就奇怪了，难道
信息有误？执勤人员立即利用移动警
务终端与驾驶员取得联系，但驾驶员
被困在驾驶室内，也无法具体、清楚描
述自己的位置，只说车翻到了树林里，
自己还在车里。听到驾驶员还能清晰
地 对 话 ，执 勤 人 员 暂 时 松 了 一 口 气 。
那么，到底该如何获得车辆侧翻的准
确位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执勤人
员灵机一动，可以尝试通过手机号码
添加驾驶员的微信。

保持通话 确定目标地点

在与驾驶员确认之后，民警成功添
加了驾驶员的微信，并一边在路面搜寻，
一边与驾驶员保持微信语音联系，确认
驾驶员是否安全。随后，根据驾驶员发
送的定位，执勤人员在报警路段的前方 4
公里左右找到了货车侧翻时散落的货
物。绕开一堆杂草，执勤人员终于发现
一条小路，沿着小路往前走，才发现货车
侧翻在一米多深的田坎水沟里。

车门卡死 民警排险救援

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执勤人员爬
上货车，只见车门被一片交错的树枝卡死，
无法从驾驶室内侧打开。执勤人员立即将
树枝折断，排除险情，腾出空间为驾驶员打
开车门。所幸驾驶员因为系好了安全带，
虽有受伤但并无大碍，还能自行从车里爬
出来。经初步了解，驾驶员表示夜晚行车
视线不是太清晰，加上有些疲劳一下没注
意，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就已经翻了。

警方提示：夜间行车要更小心谨慎，
留意路况变化和路面情况，合理安排行
车与休息时间，切勿疲劳驾驶。

辛灵 郭文俊

货车侧翻司机被困
微信定位警方救援

一周警情通报一周警情通报

警 讯

本报讯 近日，仁化县副县长、公安
局局长苏斌来到周田镇较坑村贫困户
家中开展夜访活动（如左图）。

夜访中，苏斌来到村里有着 54年党
龄的老党员李国战家中，与老人促膝交
谈，详细了解他的家庭、生活、身体情况，
倾听老人的心声。

当晚，苏斌还来到较坑村委会，与镇
村干部进行座谈，提出脱贫工作建议和
意见，并与镇村干部一道探讨存在问题
的解决办法。

据悉，为进一步深化“一线双联”活
动，自本月起每周三晚上县四套班子领
导、“法检”两长和各镇（街）班子成员等将
在开展“一线双联”活动中严格落实“民
情夜访”制度，倾听群众呼声。

康洁蕙 摄影报道

夜访活动助推警民心相连
本报讯 女子夜无居所，孤身一人在

银行柜员机房休息。路过男子竟心生恶
念，不但盗窃女子的手机，还企图性侵
该女子。接警后，翁源县公安局迅速行
动，部门联合开展侦查工作，掌握嫌疑
人行踪后，成功将该男子抓获。目前，
该男子已被翁源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强奸、盗窃罪批准逮捕。

夜宿柜员机房被欺辱

案发在今年 1月 31日。孤身一人从
外省来到翁源县新江镇的女子小汪，由
于文化程度低，多日寻找工作未果，加
之身上的钱用完了。无奈之下，小汪选
择了在新江镇一家银行的自助柜员机
房内打地铺休息。凌晨 2 时许，一男子
路过银行时，见小汪一人躺睡在自助银
行柜员机旁，便心生邪念上前搭讪。不
设防的小汪以为男子要进银行取款，翻
身坐起要让路。在男子表示不取款后，
心无城府的小汪还回答了男子关于其
个人信息的问题。就在男子获悉小汪
非本地人，且孤身一人后，突然伸出了

“魔掌”。他先是对小汪“动手动脚”，后
又上前抱住小汪，强行亲吻小汪的脸
部，懵了的小汪出于本能，激烈反抗。
其间，男子见到小汪的手机放在地铺
边，便顺手牵羊盗走放入自己的衣袋，
后转而拉扯小汪衣服，意图不轨。小汪
极力反抗，男子望了望柜员机墙上的监
控设备，似乎心有顾虑，见无法得手，起
身离开了银行。

以为逃过一劫的小汪，后怕不已，独
坐在地铺上伤心流泪。男子在银行外溜
达了几分钟后，邪念胜过理智，转身再次
进入银行。这次，该男子直接强扑在小
汪身上，对小汪再次实施侵犯。小汪拼
命反抗，大声呼救。异常动静引起了银
行后台监控人员的注意，值班人员立即
通过对讲系统大声喝止：“干什么的。”该
男子听到喝令后才慌张离开。

智慧新警务助力破案

冷静下来的小汪步行到新江派出所
报案。新江派出所高度重视，当晚便开
展现场勘察、走访调查。结合受害人的
描述，民警迅速确定了嫌疑人的体貌特
征。同时，新江派出所联合县网警大队
对该案展开进一步侦查，通过智慧新警
务比对截取到犯罪嫌疑人正面照片后，
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

为尽快侦破此案，翁源警方加大侦
查力度，在县公安局网警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终于获悉了嫌疑人行踪的有利线
索。经过缜密布控，在 3 月 6 日晚，终于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为张某（男，29
岁，新江镇人），其对强奸、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张某已被翁源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强奸、盗窃罪批准逮捕，等待他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官晓雷 刘鹏 彭勇 摄影报道

柜员机房行不轨
胆大包天落法网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

3 月 22 日至 3 月 29 日，市公安局
110报警台接各类报警、求助电话 1497
起，比上周下降 10.63%。其中刑事案
件 49起，比上周下降 22.22%；治安案件
101 起，比上周上升 17.44%；交通事故
警情 327起，比上周下降 8.4%。

警方提示：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祭祖活动迎

来高峰期。在此提醒各位市民，为了

您和家人的安全，不要搭乘无牌无证、

超 员 超 载 车 辆 ，以 遏 制 交 通 违 法 行

为。其次，应自觉遵守以下安全事项:

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搭乘各类公共

交通工具;加强防火意识，文明祭扫,尽

量使用鲜花、塑料花等祭品，努力增强

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市公宣

●3月 22日、26日、27日，副市长、公
安局长刘清生分别到仁化县督导检查
公安省际检查站和派出所规范化建设
情况，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调研禁毒工
作，到乳源督导检查公安派出所规范化
建设工作。

●3 月 22 日，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
安机关禁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缉毒
侦查经验交流会、全省 2019 两打两控专
项行动暨禁毒重点工作部署会（粤中片）
精神，研究部署 2019禁毒工作。

●3月 26日、27日，市公安局组织 80
名党员民警参加市直机关 2019年第一季
度千名科级党员干部大培训。

●3 月 26 日至 27 日，省禁毒办副主
任、省公安厅禁毒局副局长何伟钦到我市
调研指导禁毒堵源截流信息化建设工作。

●近日，第一季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联席会在市政府召开。会议通报了今
年以来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对下一步
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与部署。副市
长、公安局长刘清生到会并讲话。 朱懋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