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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丽君）近日，全市扫黑
除恶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相关人员
80余人参训。

培训会就涉黑恶线索调查、侦办
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取证要点，以及涉
恶案件证据收集应用，《两高两部关于
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中对恶势力、恶势力集团的认
定标准进行了解读，对侦办恶势力案
件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讲解。

会议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
层政权巩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把扫黑除恶作为今年以及今后

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务求
实效。近年来，全市社会治安状况明
显好转，但由于资阳所处特殊地理位
置，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在建筑砂
石、贷款担保、基础设施建设、娱乐等
重点行业、领域，恶势力犯罪人员仍然
存在。因此，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仍
然要把摸排的重点放在十类重点人员
上，穷尽一切方法，务求摸排工作“摸
深摸透，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刑侦
支队对各区县在侦的涉恶案件要加大
督导和指导力度，力求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侦办的每起涉恶案件都能依法严
厉打击，打出声威、打出实效。

我市举办扫黑除恶工作业务培训

力求每起案件打出声威打出实效

□ 蒋波

近日，乐至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利
用微信转账盗窃他人财物案，挡获两名
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追回被盗财物。

6月 17 日 21 时，乐至县公安局童
家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手
机被盗，微信上的 2000余元钱被人转
走了。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通过询问了解到，16日上午，家住
放生乡的杨大爷到街上赶集，晚上回
到家时才发现手机丢了。17日上午，
杨大爷重新购买了一部手机。当他在
新手机上登录微信后，却发现微信上

的 2000 余元钱全部被人转走了。杨
大爷立即报了警。

通过调取杨大爷经过路段的监控
视频和多方摸排走访，民警最终确认
转走杨大爷微信余额的人是唐某某。
民警立即对唐某某进行深入调查。

经过民警耐心做工作，7 月 9 日，
犯罪嫌疑人唐某某到童家派出所投
案，并对捡拾到杨大爷手机后，通过其
弟弟唐某将手机微信的金额盗走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唐某某和唐某
已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钱款已全部
归还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李捷）男子肇事后逃逸，
并三次改变肇事摩托车外观企图逃避
责任，但最终没逃过调查民警的金晴
火眼。7月 9日，安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作出最终认定，文某交通肇事后逃
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月 2 日 16 时 50 分，在安岳县镇
子镇狮子坝村 3组村道发生了一起两
辆摩托车会车碰撞的交通事故，造成
车牌为川 MXXX13 的普通两轮摩托
车驾驶员严某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另
一摩托车驾驶员驾车逃离现场。

安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镇子巡逻
中队接到报案后，迅速派员赶往事故
现场。据伤者描述，两车发生碰撞时
没有其他人员或车辆经过，只知道逃
逸的是一辆红色两轮摩托车，没有看
到是否有车牌号码，逃逸人是一年轻
男子，身穿白色 T 恤，头戴黑色头盔。
根据这一情况，民警立即调取了逃逸
车辆来车方向的监控视频，在2处监控
中都发现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奔驰在乡
间水泥路上，速度非常快，车辆和人员
的特征与伤者描述非常相近，但看不
清楚车牌号。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根据事发地点是村道，人员流动
相对较小的特点，民警们重点对该村
进行了摸排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6
月3日下午，走访民警收集到一条重要
线索，有群众反映“疯狂两轮摩托车”

的驾驶人像是镇子镇某摩托车维修点
的工人。民警们立即赶往该摩托车维
修点，见到嫌疑人文某后，文某否认当
天骑车撞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文
某带着民警查看自己的摩托车，该车为
黑色，既没有号牌、前挡泥板，也没有仪
表盘和大灯，油箱凹凸不平，与监控中
的“疯狂两轮摩托车”完全不符。

不过，细心的民警注意到了两个
细节，一是文某的手关节位置有新鲜
的擦伤，二是该摩托车的颜色很新。
于是民警提取了该两轮摩托车的发动
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经网上比对，查
明 该 车 的 实 际 车 牌 号 码 为 川
MXXX65，颜色为红色，外观与监控中
的“疯狂两轮摩托车”一致，文某的嫌
疑增大。经反复审问，文某很快如实
供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当 天 ，文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川
MXXX65的普通两轮摩托车，由镇子
镇狮子坝村往镇子场镇方向行驶。16
时 50 分许，行驶至狮子坝村 3 组村道
时，与严某某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
会车相撞，造成严某某受伤后，文某驾
车逃离现场。为了逃避交警追查，文
某在两个地方分三次对川 MXXX65
普通两轮摩托车外观进行改型，并藏
匿了车辆号牌。

目前，严某某的伤情稳定，安岳警
方已对文某执行拘留。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雁江分局获悉，警方在“净网 2018”专项
行动中，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

2017 年 12 月以来，来自资阳、内江的 11
个“股东”创建微信群，拉亲戚朋友进群赌博，
从中抽成渔利，短短几个月，群内成员近 200
人，11个“股东”从中抽成150余万元，涉案金
额达3000万元。

2018年2月，雁江警方网安大队接到资阳人

李某报案，自己加入的一个微信群有人赌博。李
某说，该群通过一款名叫“牛大魔王”的软件进行
赌博，自己深陷其中，已经输了10万元。

经过 1 个多月的调查，雁江警方在隆昌
县抓获了涉案财务管理人员邓某，随后抓获
其他犯罪嫌疑人。据邓某交代，该微信群主
要有 13个成员，其中 11个股东、两个财务人
员。股东负责拉周围的熟人进群，从每场赌
局中抽成5%。1个会计负责统计每次赌博的

积分情况，再转化成现金金额报给财务邓
某。邓某负责将每局赌博金额进行统计，收
账之后把赌资返还给赢钱的人，并把赌资5%
的提成分给 11个股东。仅仅 4个月时间，11
个股东从该赌博游戏中抽成 150 余万元，涉
案金额达300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并退还了抽成的 150万赌资，案件还
在进一步办理中。

4个月涉案赌资3000万，资阳内江11股东抽成渔利150余万

一个近200人的微信群网络赌博被端

再清查 战绩突出

7月初，市公安机关开展第三次集
中清查行动，共出动警力 961 余人、警
车70余辆，设置治安盘查卡点16个，盘
查可疑人员 810 人，盘查可疑车辆 420
辆，检查洗浴按摩场所 39家、歌舞娱乐
场所 81家、旅馆 438家、网吧 127家、出
租屋618家、其他场所260余家，清除重
点要害部位治安隐患 17 处，查处治安
案件 10件，破获刑事案件 1件，抓获涉
黄涉赌涉毒犯罪嫌疑人 14 名、网上逃
犯1名、盗窃嫌疑人1名，收缴非法枪支
4支、管制刀具3把。

抓防控 力降发案

坚持以警情为导向，最大限度地把
警力放到街面，形成守点护线巡面、静
态守卡、动态处警、快速反应、处置果断
的防控格局，有效打击、遏制和震慑街
面违法犯罪。以公安专业巡逻队伍为
主力，雁江分局联合区综治委组织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网格信息员、公益性岗
位人员等群防群治资源，开展“警民大
巡逻”。工作中，把发案多、范围广、影
响大的侵财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加强
对作案时间、地点及规律特点的串并分
析，对重要线索案件，组成专门力量进
行攻坚，以打促防，以打控案，实现及时
有效控制发案的目的。以“2+3”工作机
制（“2”即压发案、抓现行，整合市区资
源，突出治安防控；“3”即查黄赌、治乱
点、控源头，强化实战，突出治安整治），
通过治安防控发现整治重点，通过治安

整治发现防控漏洞，通过打、防、管、控，
提升驾驭治安局势能力。6 月 9 日晚，
雁江分局组织开展了第六次“警民大巡
逻”行动，出动警力 300人次，检查各类
行业场所 268 家次，重点单位 36 家次，
排除安全隐患 8 处。“夏安”行动以来，
通过巡逻防控抓获各类现行违法人员
69人。

重出击 铁腕治乱

采取公开检查与暗访侦查、定期检
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
全市旅馆、洗浴、出租屋等公共治安复
杂场所的拉网式、地毯式、滚动式排
查。7月初，乐至县公安局在自贡市抓
获一名在乐至、简阳多地涉嫌盗窃中
国移动基站内 PON 板及配套光模块

的犯罪嫌疑人唐某某，涉案金额 60 余
万元；近日，乐至县公安局利用合成作
战中心开展侦查工作，联合部门及派
出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案件，在天池
镇、石佛镇抓获犯罪嫌疑人罗某、张某
某等人，成功打掉一个 2018 年以来在
乐至辖区盗窃货车电瓶及三轮车汽油
10余次的犯罪团伙。

同时，将群众反映强烈的开设赌
场、容留卖淫违法犯罪活动作为打击
重点，坚决扫除隐藏深、危害大的黄
赌窝点，打掉影响大、人员多的涉黄
涉赌犯罪团伙，确保涉黄涉赌问题得
到有效治理。6 月 13 日，雁江分局在
雁江区狮子路北一巷 49 号将卖淫嫖
娼嫌疑人曲某、李某当场挡获。目
前，涉案违法人员已被依法处以行政
处罚。

主动进攻严密管控重拳整治
——我市公安机关全力推进“夏安”治安乱点整治行动

自“夏安”行动开展以
来，市公安机关立足
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

定，针对我市夏季治安形势特
点，迅速营造主动进攻、严密管
控、重拳整治的强大声势，全面
强化治安管理和防范控制，坚
决遏制突出违法犯罪活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

□ 曾青兰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自年初开展“净网
2018”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先后侦破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诈骗等各类涉网刑
事案件 14起，其中赌博类 2件、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案 2 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 2 件、
其它类案件 8件。刑事拘留 13人，逮捕 3人，

缴获手机50余部、电脑20余台、电话40余部、
各类银行卡 70 余张、自制假信用卡 3000 余
张、假身份证700余张、pos机500余台，涉案金
额达3000余万元。这是记者从7月10日召开
的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净网2018”专项行动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为了强化属地重点网站、自媒体、新媒体
管控，提升立体管控能力，全力确保我市网络
环境风清气正，自“净网”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办理网络造谣类案件1起，
依法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教育
训诫 9人；利用资阳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在“新
浪微博”“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百家号”
发布防范各类诈骗、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文章
290余篇，发布辟谣帖文10篇。

据了解，自开展“净网 2018”专项行动以
来，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始终坚持主动进攻战
略，重点在网络犯罪易发、高发领域寻找突破
口，深挖案件线索，精准围歼打击，全面挤压了
网络违法犯罪的生存空间。全市公安机关网
安部门一方面加强安全监管，与全市 IDC、云
平台、交互式栏目网站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督促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和安全保护措施。据统计，全市共出动警力
396人次，检查单位193家次，督促36家单位整
改安全隐患；清理网上违法有害信息 359条。
同时，加强场所管理，检查网吧 1.4万余家次，
对不落实实名登记制度的52家网吧予以处罚，
其中停业整顿1家，联合工商行政部门取缔黑
网吧1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侦破涉网刑事案件14起，刑拘13人，逮捕3人……

资阳“净网2018”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男子肇事逃逸后
三次改变摩托车外观

嫌疑人文某指认更改摩托车外观现场。

扫黑除恶保平安

检查酒店实名登记。 销毁赌博机。

大爷赶场丢了手机
2000元微信余额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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