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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泽康 谢卓华

日前，魏某收到了雁江区公安分局户政管理中心
快递给他的身份证。前一段时间，他身份证遗失，按
照以前的规定，补办身份证要回老家，前后要花近半
个月的时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他仅在居住地派
出所提交相关材料，身份证就办好了。

今年，市公安局按照省公安厅关于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的决策部署，按照“最多跑一次是原
则、跑多次是例外”的总体要求，最大限度简化群众
办事流程，切实解决群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进
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赢得群众称赞。今
年以来，市公安局共办理行政许可、公共服务事项
143749 件。其中行政许可事项 115641 件、公共服务
事项 28108 件，实现了零距离、零差错、零投诉的“三
零”目标。

本报讯（凡小东）6 月 12 日，市公
安局组织退休老干部 30余人，到城区
重点企业参观，感受资阳建市 20周年
建设发展成果。

在资阳高新区，老干部参观了
“中国牙谷”产业园规划、建设推进
情况，听取了高新区打造牙谷小镇，
带动资阳制造产业提档升级情况介
绍。参观的老干部对市委市政府高
站位、高规格推进口腔产业“产学研
销医养”一条链发展，将资阳牙谷小

镇打造为宜居、宜商、宜业、宜游的
综合产业园区，提升资阳城市形象
赞不绝口。在资阳百威英博公司，
老干部听取企业介绍、查看生产车
间，对百威公司快速发展、带动资阳
经济增长、促进资阳地方就业给予
了高度赞扬。

参观结束后，老干部们通过座谈
会，交流了参观感受，还结合工作自
己的工作经验，对促进资阳跨越发展
献言献策。

本报讯（蒋波）一对 80 后夫妻利
用微信添加附近人的方式在朋友圈公
开兜售假烟，一年多时间非法获利 10
余万元。近日，乐至警方成功破获该
起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并挡获 6 名
涉案犯罪嫌疑人。“夏安”行动开展
以来，乐至县公安局以打击突出违法
犯罪为目标，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有
效维护了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今年 3 月，乐至烟草专卖局在组
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开展执法检查时，
发现有人在售卖假烟，立即将相关情
况向县公安局反映。乐至公安局迅
速组织民警开展调查，发现被查获的
假烟都是从陈某手中购买，且销售假
烟的人平时都是通过微信与贩卖假
烟的陈某进行联系，将“货款”打给陈
某后，陈某派人将烟送到指定的地点
进行交易。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民警立即对
陈某进行调查。在陈某的微信朋友
圈，玉溪、云烟、中华……各种品牌香

烟琳琅满目。在对陈某进行深入调查
时，民警发现从去年 3月至今，交易金
额已达数十万元。通过对掌握的证据
进行分析，民警初步推定，这应该是一
个销售贩卖假烟的团伙。

为了将该销售贩卖假烟的团伙彻
底捣毁，民警立即围绕陈某的行踪进
行调查，发现陈某销售的假烟都是通
过赖某某、游某某、王某某购买，然后
由杨某某驾车从广东运送到陈某手
中，随后陈某和妻子王某某再通过微
信添加朋友的方式联系买主将假烟销
售出去。

6 月 4 日，在充分掌握相关证据
后，办案民警先后在资阳、成都等地将
涉嫌贩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犯罪
嫌疑人陈某、游某某等 6 人抓获。经
查，陈某等人对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6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最多跑一次 跑出便民新温度
——市公安局多举措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大龄男子见了漂亮
的女方，又见了女
方的“双亲”，还看

了对方的房子，商定了婚期，
数万彩礼钱一给，“未婚妻”
一家没了影。近日，资阳市高
新区公安分局在“夏安行动”
中，成功将“新娘一家”抓获
归案，破获了一起婚骗案件。

□ 刘斐 曾维香

市公安局退休老干部
参观资阳建市20周年发展成果

夫妻微信朋友圈卖假烟
乐至警方顺藤摸瓜抓6人下放权限

实现户籍办理“加速度”

近日，家住回澜镇的刘先生和妻子张女士一早来
到乐至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手续。刘
先生填写完申请表，窗口工作人员根据他提供的房产
证、身份证、户口本等材料，审查、录入……经过一系
列的手续，不到 10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迁移手续，刘
先生夫妇领到了新户口。

“10分钟，不能想象，我以为至少要等一星期。赶
上了新政策，办好手续好快。”刘先生高兴地说。

据了解，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今年全市公安

机关已将部分审批权限下放至基层派出所，群众
在派出所即可完成户籍迁移手续。各县（区）公安

（分）局及市公安局相关部门按照“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结合自身情况，分批次予以推进。在今年
6 月底前，40%以上审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办结；
8 月底前，60%以上审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办结；
10 月底前，80%以上审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办
结。年内实现“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
外”的目标。

“周警官，我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没法出门，但是没有身份证给生活带来不
便。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为我母亲办理
身份证……”今年 5月，雁江区滨河路派出
所周警官收到了邹女士发来的微信。邹
女士母亲年岁已高，因身体原因无法到派
出所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邹女士只好
向社区民警求助。周警官得知情况后第
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为其现场采集照片
指纹，并办理了身份证。

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中，资阳警
方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窗口服务质
量，除开辟“互联网+”预约办证外，还推出
了户籍点警务室等一系列温情服务。“最
多跑一次”工作法是通过优化办理流程、
整合政务资源、融合线上线下、借助新兴
手段等方式，群众来办理“一件事情”在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受
理申请到作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
政务服务全过程。4月 25日，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支队召开了重点工作部署暨外
管业务培训会。对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
件“只跑一次”制度进行了部署，要求统一
工作标准，统一宣传口径，统一评估反馈，
确保“只跑一次”制度全面落实到位。6月
8 日，治安支队组织业务大队民警学习了
省公安厅《关于做好全省户政便民服务三
项改革措施全面实施准备工作的通知》精
神，并对全市如何开展“最多跑一次”相关
工作提出了要求。同时，建立了工作情况
半月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各地各部门的实
施动态，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确保按
时完成改革工作。

“最多跑一次”是“良方”，是群众期盼
的“甘霖”，也是促进政务服务改革的“加
速器”。市公安局用“最多跑一次”来倒逼
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让群众感受到便捷高
效的政务服务。

上门办证
服务群众更走心

急于给两儿找媳妇
天上掉下两个“林妹妹”

时间还要从 2016年初说起。
家住雁江堪嘉镇的郑艳一家在江南花都外租了

个店铺，开了家小餐馆维持全家生活，每月有 3000余
元收入。郑艳有两个儿子，均已过了适婚的年龄，但
两子长相一般、性格内向一直没有对象，郑艳很是着
急，四处托人为其子介绍对象。

2016 年 6 月的一天，在陈大爷的介绍下，郑艳认
识了一个自称“老王”的人，“老王”叫王阳，资阳本地
人，家住雁江甘家坪社区。“老王”介绍自己育有一女，
年龄和郑艳儿子相仿，有意的话可约出来见一面，郑
艳听后一阵窃喜，便约定了见面时间。

三天后，“老王”带着“女儿”张丽和“老婆”贾雨、
张丽的“表姐和表姐夫”到郑艳的餐馆，见面后双方边
吃边聊。“老王”告诉郑艳，女儿跟前妻姓。闲聊间，大
儿子陈一对年轻貌美的张丽一见倾心，双方很快就确
定了恋爱关系，互留了联系方式。饭后，“老王”提出
到简阳养马镇老家去看看，当天下午张丽的“表姐夫”
开车将他们送到“老王”的老家，一番家长里短后，“老
王”将郑艳拉到一旁，告诉她当地习俗，男方上门要打
发红包，郑艳当即给了张丽“表姐”一家 800 元的红

包，给张丽 1200元的红包，给了“老王”和她老婆贾雨
各 640的红包。

2016年 7月 7日，郑艳二儿子生日，“老王”受邀来
作客，饭桌上问郑艳需不需要给她二儿子介绍个对
象，郑艳看到亲家如此热情，她满心欢喜答应。几天
后“老王”带他表妹的“女儿”杨梅和亲戚来到郑艳的
餐馆，郑艳的二儿子陈军对杨梅很是喜欢，为让这个
未来儿媳高兴，郑艳当即给杨梅 600 元的红包、给杨
梅的后妈 800 元、杨梅的两个阿姨 240 元、两个妹妹
120元、“老王”400元。随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去了杨
梅老家老君镇，随后给杨梅的大娘、大爷共 240元，并
支付了车费 260元。

付了2.8万元彩礼
“新娘”一家没了影

后来，郑艳的两个儿子一直与张丽和杨梅保持着
联系。2016 年 10 月，杨梅与陈军在电话中因琐事发
生了矛盾，杨梅将陈军拉黑，从此断了联系。

但张丽一直和陈一保持着联系，陈一还去成都找
过张丽好几次，每次张丽都到车站接他，两人一起吃
饭、逛街，但对于张丽具体住址、工作情况，陈一却一
无所知，每次陈一提出疑问时，张丽总是用各种理由
搪塞过去。

郑艳觉得大儿子和张丽相处得挺好，就给亲家
“老王”打电话，商议二人的婚期，“老王”提出彩礼
60000元，面对巨额彩礼郑艳压力大，但为了给儿子娶
媳妇，东拼西凑将 28000元给了对方。

12月 19日，“老王”拿到了 28000 元的彩礼，并商
定于 2017年正月初将孩子的婚礼办了。12月 22日，
郑艳想着大儿子都快结婚了，就给他 3100元，去成都
找张丽买结婚衣服。临近过年时，郑艳打电话给张
丽，让她来资阳过年，张丽不同意，之后再打电话，就
再也不接了。

同时，“老王”、贾雨也联系不上了，每次电话都关
机。郑艳觉得蹊跷，便坐车到“老王”老家养马镇去寻
找，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隔壁邻居说该房子是出租
给别人的，郑艳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抽丝剥茧
骗婚“新娘”一家均归案

去年 4月 6日，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接到郑艳报案称：2016年 6月一名叫“老王”的男子介
绍张丽及杨梅与她的儿子陈一、陈军相亲，从 2016年
6月至今，自己多次给予“老王”及其亲属红包、礼金，
正当谈婚论嫁之时，对方全部失联，疑似骗婚。涉及
金额 3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走访，并于 2017
年 4月 7日将犯罪嫌疑人杨梅抓获归案。杨梅对自己
的骗婚行为供认不讳，为了减轻处罚，她退还自己所
收的全部赃款。随后，民警又通过多种方式规劝王阳

（即“老王”）、贾雨、张丽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三人不
听劝还潜逃，民警立即开展上网追逃。

今年 4月 20日，民警在雁江区松涛镇政府外将犯
罪嫌疑人“老王”成功抓获。据王阳交代，贾雨并非自
己的爱人，张丽也并非自己的女儿，几人是相识的熟
人，商议骗婚，骗取郑艳 28000元彩礼钱后，张丽分得
10000 元，王阳和贾雨各 9000 元，平时收受的红包归
各自所有。

5月 29日，民警在简阳贾家镇将犯罪嫌疑人张丽
成功抓获。5月 31日，民警在简阳养马镇将犯罪嫌疑
人贾雨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贾雨、张丽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杨梅被依法取保候审，王阳被抓获不久后因自身的肾
病导致脏器官衰竭而死亡。该案犯罪嫌疑人全部落
网，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李捷

5月 27日晚 9时许，在省道 206线
安岳县“白石岩”路段发生了一起面包
车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 1
人死亡。让人没想到的是，因肇事驾
驶人未取得驾驶证，其父亲义无反顾
地“顶包”。最终安岳交警奋战九日，
成功将该顶包案侦破。

当晚 9时，安岳县公安局 110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省道 206 线

“白石岩”路段有一辆面包车撞了人，
被撞者可能已经死亡。交警到现场
时，见到一辆车牌号码为川 M91A70
的面包车大灯关闭停在现场，面包车
前部损坏，车前方 20米左右路面躺着
一老年妇女，医生已宣布死亡，一位近
60岁名叫杨某祥的男子自称是面包车
的驾驶员。

民警当晚便对杨某祥进行了询
问，杨某祥称其发生事故后立即停车，
没有关大灯就下车，打电话报警。因
为手机没有信号他就往前方走了 100
米左右，手机还是没有信号就回到了
现场，回来时已经有一辆车停在现场，
该车驾驶员已报了警，于是杨某祥就
在现场等候交警来处理。然而，民警
现场勘查时分明看到大灯是关闭的，
为什么与杨某祥说的不符呢？

5 月 30 日，民警便联系到报案人
进行询问，报案人称驾车到达事故现
场时，见到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车灯
关闭，前部损坏，车前方 20 米左右路
边躺着一老年人，头部在流血，面包车
驾驶员不在现场，于是报了警，等了 20
分钟左右才有一个老头过来说是面包

车驾驶员。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是
手机没有信号，然而报警人的手机怎
么又能打通呢？侦查民警带着疑问来
到事故现场测试手机信号，移动、电
信、联通信号都很好，根本不存在杨某
祥所讲的没有手机信号。那么杨某祥
为什么要离开案发现场呢？杨某祥的
询问笔录疑点重重。

交警中队组织警力全力侦破案
件，一组沿川 M91A70 面包车的行驶
轨迹进行侦查，二组沿杨某祥案发当
天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通过民警的
不懈努力，6 月 1 日，民警在距离现场
近 20公里的地方调取到高清视频，显
示面包车的驾驶员是一穿红色短袖的
青年男子，然而监控点到事故现场途
中需要经过文化镇杨某祥的家，他们
会不会中途换人呢？6月 4日晚，民警
又发现一条重要线索，5月 27日晚 9点
3分，一辆二轮摩托车从文化镇往事故
现场方向行驶，摩托车上所搭乘的男
子体型、衣着、发型与杨某祥很像，而
摩托车经过监控点时，川 M91A70 面
包车已经发生了事故。

掌握情况后，侦查民警对杨某祥
进行了说法教育，在证据面前，杨某祥
如实供述了其儿子杨某勇无证驾驶川
M91A70 面包车碰撞行人发生交通事
故后，杨某勇随即将情况电话告诉了
杨某祥，杨某祥担心儿子无证驾驶撞
死了人会被判刑，保险公司也不会赔
付，于是就叫儿子杨某勇先走，自己坐
摩托车赶到现场谎称是肇事驾驶员。

目前，杨某勇已于 6 月 5 日归案，
并如实陈述了事故全部经过，此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合伙蒙骗数万彩礼
婚期商定后“新娘”一家没了影
——资阳市高新公安分局破获一起婚骗案件

儿子无证驾车撞人
父亲顶包被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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