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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霞 唐一蜜

今年以来，雁江区扫黑除恶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
全区公安机关通过群众举报、上
级移交、成员单位移交及公安机
关摸排等途径，共收集线索 350
条，其中涉及基层政权线索 8
条、涉及“农村恶势力”线索 7
条、涉及“黄赌毒”线索 15 条；侦
破恶势力犯罪集团 3 个、恶势力
团伙 1 个，移送起诉恶势力团伙
2 个；打击“农村恶势力”2 名；立
九类涉恶类刑事案件 64件，破获
46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98 人，
查 封 、冻 结 、扣 押 涉 案 资 产
172.6634万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雁江公安紧紧围绕涉及群众
利益和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黄赌
热点、难点和乱点，科学谋划、精
密组织、周密实施，强力推进黄赌
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截至目前，
已破获涉黄部督案件 1 件，涉赌
厅督案件2件。

——问题导向引领“精准”整
治。全区公安机关坚持开展定期
警情分析研判，把黄赌警情总量
高、上升幅度大的区域和多次举

报的场所作为整治重点，采取挂
牌整治、分级管理等措施，坚决防
止形成热点、乱点。二是挂图作
战。按照辖区黄赌发案规律特
点，科学细化工作目标、量化打击
任务、制定乱点行动方案，保持

“主动进攻、露头就打”的高压态
势。今年以来，已主动挂牌整治
6 个黄赌治安乱点，并在省挂牌
整治地区查破涉赌案件 6 件 31
人，在市挂牌整治地区查破涉黄
案件 3 件 24 人、涉赌案件 3 件 22
人，在区挂牌整治地区查破涉黄
案件5件10人。

——重拳出击确保“彻底”整
治。注重乘胜追击，对抓获的违
法犯罪嫌疑人，强化审讯深挖，力
争在全面掌握余罪的基础上，一
举端掉整个犯罪团伙。3 月 29
日，在对摸排中抓获的 4 名开设
赌场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
循线深挖，一举捣毁更加隐蔽的
3 个赌窝，抓获开设赌场犯罪嫌
疑人 7名、参赌人员 13名；5月 23
日，组织民警连续蹲守 4天，在全
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成员情况
的基础上，对群众举报的涉黄养
生会所进行全面收网，确保 11名
违法犯罪嫌疑人无一逃脱；7月 4

日，在前期调查踩点的基础上，一
举捣毁了隐蔽于堪嘉镇大桐村的
流动赌博窝点，17名违法犯罪嫌
疑人无一漏网。

——宣教治理巩固“长效”整
治。一是组织民警定期深入企
业、小区及人群聚集区域，开展黄
赌乱点整治宣传教育，发动群众
积极举报涉黄赌线索。同时，不
定期组织开展集中性的清查整
治。派出所负责本辖区旅店、洗
浴场所、游艺场所的常态检查整
治，全面采录从业人员基本信
息。区“扫黑办”加大督导检查工
作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公
安机关“乱点整治办”结合案件线
索情况，不定期对重点地区、行
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整治，确保
治安乱点整治到位。

为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
深入，雁江区还严格按照中央“有
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
部署要求，于9月28日启动“大巡
防、大蹲守、大捕现”专项行动，着
力解决入室盗窃、诈骗、盗窃摩托
车和电瓶车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本报讯（姚刚）为提升事故
处理科技化水平、提高事故处理
效率，10 月 8至 12 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组织开展了 2018年全
市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暨实
战技能培训，秩序与事故预防处
理大队、各县（区）交警大队事故
处理民（辅）警共计 15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现场，安岳大队事故处
理骨干民警李捷组织全体参训
人员重温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
图绘制、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
录制作、照相技术及事故处理程
序、事故处理规范等相关内容的
学习；事故科科长王磊结合典型
案例，通过 PPT 滚动播放讲解、
对疑难案例进行讨论分析等多

种形式，将培训活动推向深入；
直属一大队事故处理骨干民警
周凯详细讲解了《无人机勘察系
统的安装使用规范》《无人机勘
察系统升、降、移的操作流程》

《无人机勘查系统的现场拍摄作
业》《现场图点评》《无人机勘查
系统的保养》等内容，并通过模
拟现场勘查的培训方式，让每一

个参训人员学习使用无人机勘
查系统勘查现场及绘制交通事
故实景现场记录图，并强化了防
闯入装置、LED诱导屏等现场安
全防护装备的使用。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业
务培训紧贴实际，涵盖内容全面，
对今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和
处理工作帮助明显，受益匪浅。

熟练甄别串联海量资源与
大数据应用操作既是新时期公
安工作的增长点，也是网警的
一种看家本领。经过多年的历
练 ，张 宇 已 经 成 为 该 领 域 专
家。近年来，在全省举行的电
子数据勘验比武竞赛中，他都
取得了优异成绩。2015年 9月，
他代表四川网安参加全国电子
数据取证大赛，与团队共同努
力，勇夺团体一等奖。2016 年、
2017 年间，张宇多次代表四川
网安参加公安部举行的国家专
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成
为专业技术人才库一员。凭着
对匡扶正义的执着追求，张宇

以网络为阵地，以电脑、键盘、
鼠标为武器，为涉网刑事犯罪、
经济犯罪、毒品犯罪、计算机攻
击入侵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实现案件
线索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突
破，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打防效
率，展示出新时代网警业精技
强、乐于奉献的良好形象。

近年来，针对繁复的网络世
界，上级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一
场场涉网专项打击行动，张宇在
各类专项行动中一直甘作幕后
英雄，默默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
华，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
义。2016 年，张宇负责“打击网

络淫秽色情”“打击网络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专项行动，破获
互联网违法犯罪案件 65 件，抓
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94人。2017
年，张宇积极参与“打击网络黑
客违法犯罪”“打击网上贩卖公
民个人信息”等专项行动，配合
各相关警种破获违法犯罪 56
件，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67人。

面对成绩，张宇说，网络技
术日新月异，犯罪手段也是花样
翻新，对于业务知识的学习与钻
研，磨砺斩妖之剑，将永远在路
上。点鼠标、敲键盘，纵横网络
世界，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匡
扶正义，他将继续战斗……

□ 李泽宇

本可以高高兴兴地拿到自己
期盼已久的工钱，如今却因酒驾
身陷囹圄，张某后悔不已。

10月15日中午，安岳县城的
张某在家中吃午饭，喝了二两多
散装白酒。突然工友来电让他去
兴隆镇某工地领工钱。欣喜若狂
的张某竟忘记了自己饮酒的情
况，立即驾驶自己的二轮摩托车

从家中出发前往兴隆镇。刚出门
没多久，张某突然想起自己喝了
酒，但是侥幸心理作祟，他并没有
停止驾驶。距离工地只有1公里
路程时，他被正在设卡检查的安
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兴隆巡逻中
队的民警查获。经过现场酒精呼
吸测试，结果为 70mg/100ml，属
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对其
出具《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其机
动车驾驶证，并通知其15日之内

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10 月 16 日，来到交警队接

受处理的张某天真地以为自己
只是普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又不是醉驾，顶多被罚些款。但
是民警通过查询核实，发现张某
在 2016 年 5月 13日同样因为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安岳县交警
大队岳城中队处罚。 民警告知
张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

款之规定，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处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吊销驾驶证。

面对民警的政策宣讲，张某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鉴于张某
的认罪态度较好，且其违法行为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最终张某被
罚款 1000 元，行政拘留 2 日，并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本报讯（蒋波）自“秋风行
动”开展以来，乐至警方以严打
季节性突出犯罪为重点，有效遏
制了违法犯罪高发态势。10 月
12 日，乐至警方通过连续奋战、
缜密侦查，破获一起抢夺案，抓
获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并成功
为群众追回被抢财物。

7月 29日 17时许，乐至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 天 池 镇 新 南 路 附 近 被 人 抢
了。接到报警后，城东派出所值
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询问
被害人荣先生了解到，17 时左
右，他在新南路逛街时，突然一
辆摩托车从身后飞快驶过，将他

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从背后扯
断夺走，项链上有玉佛吊坠，总
价值 20000元左右。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城东派出所立即向县局
领导进行了汇报。县局立即抽
调刑侦大队、城东派出所精干警
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

由于案发现场周边监控较
少，加之当天天气较暗，现场遗
留的案件线索较少。专案组一
方面立即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录
像，一方面加大对案发现场周边
群众的调查走访力度。通过对
案发现场周边情况的仔细摸排，
办案民警终于摸排到一条重要
线索，嫌疑人作案使用的车辆牌

子名叫拿铁，这种车在乐至本地
很少见。掌握到这一线索后，民
警立即对该嫌疑车辆的行踪进
行了追踪。

最终，通过连续数月的不懈
努力，10 月 12 日，办案民警在成
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发现了
嫌疑车辆的踪迹，并成功将两名
涉案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经
查，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对于 7
月 29 日在乐至飞车抢夺受害人
荣先生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凡小东）随着我市“文明城市”
创建迎检工作的临近，市公安交警部门主动
作为，再接再厉，对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机动车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行人、非机动
车、机动车不各行其道，不听从路口交通劝
导员指挥等不文明行为宣战。

从即日起，市公安交警将联合城市行政

执法、雁江公安分局、交通运政等部门，通过
现场教育、“帐篷学法”等方式加大对城区内
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教育力度。同时，按照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
放，驾驶人不在现场，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
行的将处 150元罚款；对非机动车侵走机动
车道、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闯红

灯）的，将进行现场教育，处 30元罚款；对行
人横过街道不走人行道、违反交通信号通行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将进行现场教育，处
30元罚款。

交警向广大市民群众呼吁：为了提升资
阳整体城市形象，为了你自身安全，请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文明出行。

本报讯（隋天喆）为统筹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秋风行
动”，今年9月，安岳县公安局开展
了治爆缉枪专项清查整治行动。

在专项整治行动中，该局将
切实掌握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和
寄递物流行业现状作为首要任
务，对从业单位和人员全面开
展调查，逐家上门核查，共核查
列管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位 8
家 ，登 记 寄 递 企 业 、收 寄 网 点
158 家、从业人员 765 人。要求
寄递物流从业单位按照寄递物
流“三个 100%”要求，严格落实
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机安检
等三项制度。加大了实名登记
的检查力度，规范基础信息采
集登记工作，并采取录制视频、
张贴《禁止寄递物品目录》、宣
传典型案例等方式，通过政府

网站、社会媒体等渠道对修订
出台的新版制爆危险化学品名
录进行了宣传。

9 月份以来，该局共组织对
以上企业暗访检查 6 次，先后对
8 家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位进
行两轮拉网式检查，发现各类
安全隐患 12 处，当场整改 8 处，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4 份。9 月
底，该局对拟提请销毁的枪支、
弹药、管制刀具进行了再核对、
再清理，并按照要求对枪支进
行了拆除，将报废公务用枪和
收缴的非法枪支 160 支、管制刀
具 60 把运送市公安局进行了集
中销毁。

扫黑除恶保平安

雁江

扫黑除恶战果丰打击犯罪不止步

乐至警方破获一起飞车抢夺案

安岳警方开展治爆缉枪专项清查整治

网络世界，既
精彩又危险；
网安警察，既

陌生又神秘。为了维护
网络世界的正义，网安
警察从每一段可疑的
话语、视频和一张张图
片中找到关键证据，打
击犯罪。正是因为他们
的存在，才让网络世界
不再是法外之地。市公
安局就有这样一位网
络侦察“大侠”，在海量
信息、陷阱无穷的网络
空间这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上，心怀忠诚之
“剑”，善扬智慧之
“剑”，高举正义之
“剑”，凭借精湛的专业
技术、过硬的实战本
领，与看不见的各种网
络“妖魔”进行一场场
追逐、较量和厮杀，在
网络安全保卫战线奏
响一曲曲胜利之歌。

他就是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民警张宇，目
前入选四川省公安系
统优秀人民警察候选
人。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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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支队组织开展实战技能培训

好事变坏事都是酒驾惹的祸

闯红灯、乱停车……罚！

交警向不文明交通行为宣战

2009年，张宇进入市公安局
成为了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

张宇说，网警的工作和自己
想象中的警察行业很不一样，不
在一线抓捕罪犯，却要求坐在电
脑前，巡查网络信息。在日复一
日的工作中，张宇发现，虽然没

有光鲜的外表，但他的工作却是
不可或缺的，“网络上的一字一
句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2015
年，资阳破获了全省首例伪基站
案件，成为了全省示范，各地网
络安全保卫支队都前来取经。

“因为伪基站设备小，流动性大，

想要锁定、抓捕犯罪嫌疑人难度
很大，这一直是困扰各地网安支
队的难题。”为了锁定犯罪嫌疑
人，张宇和他的同事与犯罪嫌疑
人打起了“持久战”，通过专业设
备，最终在成都将犯罪嫌疑人锁
定并逮捕归案。

每一起涉网案件，都像一道
待解的迷题，等待“有心之人”在
网络迷宫破解。虽然没有现实
办案中的“刀光剑影”，却同样需
要具备高超的专业技能，付出大
量的心血。

张宇就是这样的有心人。
面对不同的涉网违法犯罪特点，
他往往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侦
察思路和侦察策略。他探索创
新出“追踪拓展”等多种网侦技
战法，在侦破“6.18 破坏公用电
信设施案”“8.12 跨国组织介绍
卖淫案”“5.11组织作弊案”等部
分省督、部督大要案件及各项专
项行动中成了破谜之“剑”。

近年来，张宇善扬智慧之

“剑”，与战友们一道，在上级公
安机关的领导和指挥下，刺破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他先后参
与侦破公安部督办的“5.11组织
作弊案”和“9.1非法制造、买卖、
邮寄、储存枪支案”“0209网络诈
骗案”“0517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案”等各类大要案件 200余
件，协助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500余名。

在侦破部督“9.1非法制造、
买卖、邮寄、储存枪支案”中，张宇
对犯罪嫌疑人加入的上百个网络
社区进行逐一分析排查，最终确
定出其中 14个涉及买卖枪支的
网络社区，对8000多个网络虚拟
身份逐一核查，梳理出买卖枪支

对象 500余人。在侦办“0209网
络诈骗案”中，张宇夜以继日地对
相关线索进行分析，梳理出涉案
网络社区20余个、网络虚拟身份
1000余个，摸清了整个诈骗团伙
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

在“5.11 组织考试作弊案”
的侦办过程中，张宇及战友凭
着“不分析出有价值信息不停
止，不弄清楚犯罪组织架构不
停止”的决心，对线索进行不断
梳理、不断比对。经过 10 个月
的侦察以及夜以继日的数据分
析，梳理出相关涉考网络社区
210 个 ，涉 考 网 络 虚 拟 身 份
17362 个，成功锁定该案的主要
嫌疑人段某。

破获全省首例伪基站案

破解数百起涉网案迷局

历练成电子数据鉴定专家

民
警
对
宾
馆
进
行
检
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