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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4日至7月21日，全省开展

严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除

了打击吸毒人员外，八所派出所对涉赌违

法活动发起凌厉攻势，坚决制止涉赌违法

犯罪的滋生蔓延，净化社会面治安环境。

隐蔽的在废弃出租屋、在建民房里，

明显的在小卖部、红白事现场、居民家中，

赌博场所总是花样百出但都逃不过民警

的火眼金睛。最多时，该所民警当场缴获

赌资万余元现金，曾连续3天连轴转抓获

赌博人员近30名。

“这些人很狡猾，赌博时四处观察情

况，一看到陌生人马上就跑。”许健翔介绍

说，抓捕涉赌人员十分考验民警的耐心，有

时候费尽心血盯准了一个赌博窝点，正准备

收网时，路边路过任意一辆车，参赌人员认

为不对劲就会散开，让民警难以做到人赃并

获，很难对参赌人员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定

性，再次去抓就更难。

赌博人员再狡猾，也逃不过民警布下

的天罗地网。经该所摸排，4月1日晚在东

方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猎鹰中队的大

力协助下，于居龙新村抓获利用“牛

牛”实施赌博的文某、文某通、

符某恒、吉某强、符某帅，当

场 缴 获 赌 资 10213

元。4月 2日，经

法制审核，该

所 对 文

某 、

吉某强做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金500元

的处罚，对文某通、符某恒、符某帅作出行政

拘留15日并处罚金500元的处罚。

“由于蹲守摸排很细致，每次抓捕都

要出其不意。”该所副所长陈泰宇介绍说。

2月26日凌晨1时30分许，该所在东

方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猎鹰中队的协助

下，在八所镇建设北路菊园二楼查获一赌

博窝点，查处16名涉赌违法人员。经查，

李某、王某国、黎某斌等16名违法行为人

对其赌博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李某、王某

国、黎某斌等16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月27日凌晨1时许，该所民警巡逻

至八所镇人民南路西四巷附近时，发现一

出租屋内有两桌赌博人员，后在东方市公

安局特巡警大队猎鹰中队协助下，民警当

场抓获涉赌人员苏某帆、冯某芳等8人。

经查，8人对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苏某帆、冯某芳被该所依法分别处以

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其

余6人分别处以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

2月28日17时30分，该所民警在巡

逻至八所镇居龙村喜庆园时，发现有人以

“推牌九”的方式赌博，后该所民警联合东

方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猎鹰中队抓获6

名涉嫌赌博人员。经审查，符某航、符某

星、符某家等5名涉赌违法人员对自己的

赌博行为供认不讳，王某凡未参与赌博。

该所依法对符某航、符某星、符某家等5

名涉赌违法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

日罚款1000元的处罚。

据统计，今年2月份至今，八所派出所

共查处打击涉赌案件13起，共行政处罚

涉赌人员56人。

3昼夜逐户摸排揪出嫌犯
海口海秀派出所打击电诈成效显著，1月破5起诈骗案

■本报全媒体记者张星 黄赟

东方八所派出所夜查严打“黄赌毒”

3人欲从消防通道溜走
被截下乖乖配合检查

■本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董林

“非常感谢民警的及时处置，感谢派出所帮我们家挽回了经济损失。”4月6日晚上8时38分，刚下班

的海口市民辛先生急匆匆地拿着两面锦旗来到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海秀派出所，不停地向民警道谢。

“为民服务 尽心尽职”“尽职尽责 为民解忧”锦旗上金灿灿的词语，居民发自内心的笑脸，还有民警

整装出警的背影……交汇成一幅特别温馨的画面。

在一件件小警事中透露出“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浓浓大爱。这个基层派出所，已在辖区群众的心里

深深扎下了根。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秀派出所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坚持打防并举、防范为先的工

作理念，把降发案、降损失作为主攻方向，结合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通过打、防、

管、控、宣同步发力，推动反电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月27日至3月26日，海秀派出所累计破获诈

骗案件5起抓获嫌犯5人，接警止付涉案账户1个、冻结涉案账户资金15万元，追回被骗款项3万余元，打

击质效不断提升。

记
者

蹲蹲
点

“为了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什么

办法都得尝试。”4月5日下午，海秀派出

所民警王轩向记者介绍一起从骗子手里

追回被骗款项的电信诈骗案件。

2月22日，辖区居民冯女士被人以

申请贷款要交定金为由诈骗了 3万余

元。王轩电话里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

勇，最终3万余元如数归还。

当天下午5时许，海秀派出所接警

大厅突然“闯”进一女士，手里还拉着个

孩子。该女子就是冯女士，她快步走向

民警，说刚被人以申请贷款要交定金为

由诈骗了3万余元，手机里还存有骗子

的电话。王轩一边安抚女子不要着急，

一边拨通骗子的电话。

听到对方无心退款时，王轩果断向

对方表明了警察身份，劝说教育对方，让

其意识网络诈骗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表

明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的坚决

性。但电话那头听到民警的声音后，始

终一言不发。

王轩没有放弃，不停地与对方周旋，

耐心沟通，劝其退还钱财。约 20分钟

后，对方心理防线有所动摇，开始用只言

片语回应民警。民警从声音上判断对方

是个中年人，迅速调整劝说方向，大打

“亲情牌”，说冯女士一个人带着小孩不

容易，这3万余元是家里仅有的一笔生

活费。

也许是被民警的话语感化，随后，犯

罪嫌疑人把骗得的3万余元如数退回到

冯女士的账户，并表示再也不干这种违

法犯罪的事了。

看到自己被骗的血汗钱失而复得，

冯女士激动万分，拉着民警的手

不停地致谢。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

想。”辛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想起来都心有

余悸，事发后，家里都乱成一团，感谢海秀

派出所及时为他们挽回了经济损失，找回

失联的妻子。

原来，3月25日，海秀派出所民警及时

成功止付一起网络电信诈骗案，为辛先生

一家挽回经济损失15万元。

当天中午，海秀派出所民警郤宇按照

秀英分局“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部署要求，

在社区开展走访活动时，接到辖区群众辛先

生报警称，其有3个月身孕的妻子赵某某自

当日中午11时许发送给其一条查询“海口

市公安局是否有这个警察”的微信信息后，

独自离家，失去联系，家属十分焦急。

海秀派出所所长王明盛了解受害人简

要情况后，职业的敏感使他第一时间想到

赵某某可能是被骗了。根据辛先生提供的

电话号码，王明盛让郤宇与被害人家属交

替给赵某某打电话、发信息。郤宇向赵某

某连续发出“我是海秀派出所民警郤宇，您

有可能遭遇诈骗，请您立即暂停资金转账

等业务，立即联系我！”“您有可能遭遇诈

骗！！”“马上联系我”等警告，但遗憾的是赵

某某始终不接电话、不回电话、不回信息。

“这明显是一起典型的网络电信诈骗，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怎样才能及

时帮助赵某某止付避免财产损失？”王明盛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向记者介绍，时间紧急，

他判断出犯罪分子应还未提取账户内的金

额。情急之下，他立即让郤宇带着辛先生

到小区最近的银行冻结账户。另外一组民

警立即到赵某某居住的小区及周边调取监

控，寻找赵某某的下落。

10多分钟后，民警经过多方联系，终

于让赵某某的姐姐在老城某银行ATM机

通过故意输错银行卡密码，使银行账号暂

时冻结。

采取了这种方式暂时冻结银行卡后，

民警未来得及松口气，赵某某可能正在被

电信诈骗中，于是迅速配合另一组民警查

询监控。

根据监控显示，赵某某于当天上午11

时离家后，行至小区楼下后并未出大门，民

警怀疑赵某某可能还在小区周边活动，于

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小区楼下的酒店。

随后，民警带领辛先生到酒店前台处

查询发现，半个小时前赵某某在该酒店3

楼开了一间钟点房，遂立即上楼查找。门

开时，赵某某正操作手机与电诈犯罪人员

通话。郤宇立即上前予以制止，并将其接

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查，赵某某在自家休息时接到电信

诈骗电话，对方以“赵某某涉嫌洗黑钱犯

罪，需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通话录音调查”为

由将其诱骗至宾馆，在电话中对赵某某进

行威胁、恐吓，利用被害人赵某某恐惧的心

理实施诈骗，就在赵某某正在操作转账时，

因银行卡被冻结，卡里的15万元才多次转

出未果。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

小的费用，还有我妻子有孕在身，也避免了

让她遭受到精神上的困扰，特别感谢民警

同志。”辛先生说。

“你好，这是预防电信诈骗宣传手

册，里面有典型案例，多看一下，提高警

惕，预防上当受骗。”4月5日上午，记者跟

随海秀派出所民警王科健带队到辖区超

市、酒店、小区内派发宣传册，结合近期发

生的几起案例向居民普及防诈常识。

“电信诈骗骗术层出不穷，特别是现

在很多人喜欢刷抖音，其中的骗术也很

多。”郤宇告诉记者，3月30日，他们刚将

一名通过抖音诈骗的嫌犯押送到重庆，

移交给当地公安机关。

郤宇介绍，今年2月中旬，海秀派出

所接到线索称，一名25岁儋州籍男子通

过抖音冒充他人账号，教唆别人实施诈

骗。重庆市6名受害人已被诈骗共2万

多元，另外一名山西籍受害人刚被诈骗

8000多元。根据技术研判，廖某可能藏

匿在海秀派出所辖区内的新村出租屋。

新村占地0.8平方公里，是个典型的

城郊接合村庄，出租房和旅社密集，排查

难度可想而知。在郤宇的带领下，2月

22日，海秀派出所开始对新村村开展逐

户排查。经过3个昼夜摸排，最终获得

了嫌疑人廖某落脚地的重大线索。

2月24日，郤宇带领两名辅警赶往

新村对廖某进行抓捕。在该城中村一出

租房，民警找到了嫌疑人租住的信息，嫌

疑人廖某当场被抓获。

审讯中，廖某对诈骗山西一被害人

8000多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民警

乘胜追击，深挖余罪。廖某先后供述了

以同样手段在重庆诈骗6人2万余元。

目前，廖某已被重庆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及时成功止付
为群众挽回损失15万元

连续3个昼夜摸排
抓获诈骗嫌犯 3

1

2 电话巧周旋
追回群众3万余元被骗款

海秀派出所民警向辖
区居民宣传防电诈常识

全媒体记者张星 摄

“别动，回去接受检查。”原本笑嘻嘻欲从东方市某KTV消防通道

遁走的3名男子迎面撞上了堵在通道口的民警，瞬间笑不出来，乖乖

转身回到包厢，配合民警检查。4月5日22时许，东方市公安局八所

派出所连夜对辖区KTV进行地毯式检查，重点开展严厉打击“黄赌毒”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民警王科健向辖区居民讲解相关电信诈骗案例 全媒体记者张星 摄

4月5日21时30分许，刚开完会的八

所派出所民警集结，准备对辖区娱乐场所进

行一次突击地毯式检查。灯火通明的街头

人来人往，民警心无旁骛，向着目的地进发。

记者看到，到达一家KTV后，民警分

工明确。所长许健翔带一队民警，将KTV

各个房间摸排清楚。民警几人一组，打开

执法记录仪，拿着尿检工具逐个房间检

查。该所教导员陈华精则带一队民警，将

KTV所有明处暗处的出口、电梯、楼梯、

消防通道把守住，谨防漏网之鱼。

热闹的KTV各个包厢里灯红酒绿，

有的三五“醉猫”在划拳呐喊，有的聚会觥

筹交错，有的放声高歌……民警无时无刻

不在跟他们交涉，让他们积极配合检查。

“警察叔叔，我们两个今天来例假了，

能不能不检查呢。”“刚上完厕所你们就来

了，现在真的无法尿检。”……面对形形色

色的顾客，民警一一沉着应对，女顾客交

由女民警监督完成检查。实在无法当场

尿检的，民警便留守继续等待，现场1至2

分钟即可验出尿检结果。

当民警正常进行检查时，许健翔的对

讲机里传来一个新情况：“许所，有3名

男士没有接受检查，假借抽烟想从消

防通道溜走，已被带回包厢里。”见

情况反常，许健翔立即带队赶往3

男子所在的包厢，刚到包厢门口

就听到吵闹声。只见包厢里桌

面上摆了 30余瓶啤酒，一名

男子坐在沙发上不动，另一

名男子怒气冲冲地在民警面前比画着拳

头，一名男子在劝阻。沙发周围，被民警

围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弧形。

“请你配合我们的检查，如果现在不想

检查，我们可以等你20分钟。”“我说过了，

我配合不了，你又能怎么样？”该男子一副

醉态，大嗓门冲民警咆哮，挥舞着拳头又冲

了过去。记者看到，同伴已完全拉不住这

名男子。许健翔和其他民警走向前一步，

面色沉着地说：“我现在第一次警告你，请

配合警方检查。”看到民警义正词严的警

告，该男子的拳头微收，但嘴巴还是不消

停。当听说妨碍公务会被带回派出所时，

该男子情绪平静后接受了民警的检查。

尿检结果显示，3男子均未吸毒。当

晚检查的娱乐场所，未发现有人吸毒。收

队回所时，已是4月6日凌晨2时，包括许

健翔在内的民警并没有准备休息，换上便

衣后准备化装前往某疑似赌博场所进行

侦查。

夜查现场坚守不漏检一人

连续3天抓获近30名赌徒

在KTV包厢检查时，面
对一名情绪激动、挥舞着拳
头不配合检查的男子，民警义
正词严进行警告

全媒体记者高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