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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岑柏瀚 晏楠）

广州警方新闻办公室1

月13日通报：2018年，广州警方实现全

市治安大局“两降两升”

（警情、案件下

降， 破案数和破案率上升）

的良好态

势。

据统计，2018年，全市刑事立案同

比下降 13.2% ， 实际破案同比上升

8.6%，破案率同比提升5.7%。 刑事打击

处理数同比两位数上升， 刑事拘留犯

罪嫌疑人同比上升14.5%，逮捕犯罪嫌

疑人同比上升10.9%。 警方紧紧扭住

“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违法犯罪” 这个

“牛鼻子”，出重拳、用重力，将最直接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两抢”

（抢劫、

抢夺 ）

案件压减至日均3.8宗，同比大

幅下降62.9%；全市命案发案数降为历

史新低，每宗命案平均破案用时12.6小

时， 创下广州公安史上年度破命案平

均最快用时新记录。

据了解， 广州警方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先。 全市涉黑恶九类警情

同比下降8.8%； 侦破涉恶九类案件同

比上升48.8%。 逮捕涉恶九类案件嫌疑

人同比上升51.4%。 广州打掉涉黑团伙

数、侦办九类涉恶案件数、打掉黑恶势

力犯罪团伙数均在全国前列， 受到中

央扫黑除恶第8督导组的充分肯定，并

多次获得公安部、 省公安厅的通报表

扬。

广州警方提出的开展犯罪财富调

查工作创新举措被广州市委列入市层

面的改革重点项目之一。 2018年，全市

公安机关运用犯罪财富调查共查封、

冻结涉黑恶案件财产价值5.1亿元。

另外， 为推动落实“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刑事办

案与司法鉴定工作的衔接， 广州警方

组建了一支600人的刑事技术助理专

业队伍， 在公安刑事专业民警带领下

开展工作。 全市14类刑事案件现场实

现了100%专业化勘查， 完全具备了对

重大和敏感警情精细化勘验的实力。

2018年全年， 通过刑事技术战果转化

中心共协助破案4007宗。

在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方面也

取得突破。 据介绍，2018年3月，广州警

方在全国率先组建打击新型电信网络

犯罪专业队伍。 2018年，全市破获电信

诈骗案同比上升17.3%。 处理电诈犯罪

嫌疑人2140名，同比上升45.7%。 返还

涉案群众受骗资金459笔、2844.2万元，

同比分别上升57.7%及30.3%； 止付涉

案账号1.65万个，金额5.3亿元，同比分

别上升96%及1.8倍，冻结账号2.4万个，

金额5.6亿元，同比分别大幅上升2.3倍

及3.4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宋悦）

昨日， 广州邮政在正佳广场

举办“金猪贺岁，福旺羊城”2019正佳生

肖邮票文化嘉年华活动，并邀请到《己

亥年》 特种邮票雕刻家徐

喆

到现场与

市民深入交流， 亲身讲述小福猪邮票

雕刻背后的故事。

徐

喆

从2014年起接触邮票雕刻工

艺，《己亥年》 特种邮票是他第二次进

行动物邮票雕刻。 徐

喆

表示，《己亥年》

特种邮票采用了点线结合的雕刻方

式，让福猪图案显得更生动可爱。 生肖

猪的外轮廓用粗重的实线来强调结

构，身体内部则用点来表现。 小福猪的

整体形象给人一种虚实结合， 可爱柔

软的感觉。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小福猪

都传达出圆润喜庆的信息。

为完成《己亥年》的雕刻，徐

喆

在

两个星期内，进行了四次雕稿，三次修

改，“雕刻不但要非常细心， 还要准确

的表达出图案的情感。 这次雕刻在小

猪的眼神刻画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

我尝试通过眼神变化表现小福猪的感

情。 最终通过写实和留白的方法，在小

猪眼球不同位置加入了反光点， 终于

营造出小猪呆萌、开心、天真的感觉。 ”

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集邮爱好

者们参与， 刘大叔是一位50年集邮经

验的老邮票迷， 他早早就赶到正佳广

场排队购买邮票藏品， 最终他手里不

但有一套价值三百元的《己亥年》邮

票，还收集到了几张猪年纪念明信片，

“这次生肖邮票设计很好，很漂亮。 五

福齐聚有小猪，有猪妈妈，意头很好！ ”

记者获悉，2月份广州邮政还有邮

票藏品进花市的花市驿站活动， 到时

候市民可以边逛花市边集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交宣）

2018年， 为广州交通管理事

业前赴后继、 砥砺前行的广州交警人

中有28名同志光荣退休。 这28名交警

人平均从警年限达到33.6年，其中多人

已经服务广州市民超过40年， 最长的

已达43年。 昨日上午，广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隆重举行民警荣休仪式，

见证广州交警人牢记使命的坚守、不

忘初心的传承。

2018年是廖广许同志从警的第40

个年头，1978年10月参加公安工作的

他见证着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交通与

交通管理事业的变迁和发展。 他回忆

说：“刚从警的时候，大家都是骑着‘红

棉牌’自行车、穿着制服、带着一个哨

子、一根指挥棒就出勤了，对比其现在

广州交警现在的执勤装备， 那是当时

不曾想象过的。 ”

说到与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

廖广许回想起一件往事。“1980年的时

候，广州准备建广州第一座、也是全国

第一座过街人行天桥， 当时路面远没

有现在宽敞，因为施工需要围闭，马路

就剩一条车道可供通行， 为了保障交

通， 我们交警必须24小时轮班制在关

键路口进行疏导，一旦出现坏车，我们

还须第一时间把它推移， 那会途经的

市民看见这个情况都会纷纷上来搭把

手， 这就是我们与市民之间的‘鱼水

情’。 ”

从警38年的张鹏辉同志， 一直都

在与市民长途出行息息相关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 1984年，刚从警4年的张鹏

辉被调动到流花火车站所处的辖区，

在这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 回想起这

段经历， 张鹏辉表示：“当时的火车站

远没有现在繁忙， 一般都是聚集了一

群候车群众，火车一到就‘清空’，我们

干的就是这‘迎来送往’的工作，很多

人离开广州要经过这里， 回来的时候

还是这里，所以总会看到‘熟悉’的面

孔。 当时珠三角与外地的长途客运主

要靠的也是流花火车站， 我们的工作

除了帮助维持站前广州候车群众秩序

外， 主要的还是管好站外等候接送乘

客的大巴车，往往群众一下火车就‘一

窝蜂’似的坐上大巴，前往珠三角的各

个城市， 所以这阵子的安全问题很重

要。 ”

广州警方实现全市治安大局“两降两升”

去年全市治安实现警情、案件下降，破案数、破案率上升的良好态势

2018 年 9 月 3 日凌晨 2 时许，在番

禺区大石朝阳西路某出租屋发现一具

女尸———一名 18 岁的花季女孩被杀

害。 案发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抽

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经过连日作

战，于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广西东兴市

抓获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告破。

案发后， 专案组马上开展排查，发

现邹某

（男，

28

岁 ，广东人）

有重大作案

嫌疑，并已向阳江市闸坡镇逃跑。 当专

案组组织力量前往当地抓捕时，却发现

邹某最后出现在一片半封闭的海滩，之

后消失无踪，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专案组没有放弃任何一丝线索，围

绕嫌疑人家庭情况开展深入细致排查。

经过排查，民警发现嫌疑人母亲黄某在

东南亚某国有亲属，且黄某近日出现在

我国与该国的边境地区， 专案组推断，

嫌疑人与母亲一起潜逃出国的可能性

极大，于是马上派一个追逃组到边境某

市开展侦查。 在某市，民警排查边境客

车和车站视频，确定嫌疑人与母亲已于

9 月 3 日下午 4 时潜逃出境。 追逃组立

即对犯罪嫌疑人母亲列入监控视线，并

于 9 月 8 日在某市前往阳江的大巴车上

将黄某抓获。

经过民警讯问，黄某最终承认犯罪

嫌疑人邹某已潜逃偷渡出国，由她安顿

在该国亲属的家中。 专案组决定分两步

走： 一方面根据国际警务合作协议，通

过当地警方联络官与境外沟通，请求帮

忙实施对嫌疑人进行抓捕；另一方面,专

案组认真剖析逃犯心理，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规劝策略，围绕法律法规、家庭亲

情、在境外潜逃的生活前景，讲明利害

关系，开展黄某的思想工作，动员其劝

邹某回国自首， 并指出这才是唯一出

路。

9 月 9 日上午 10 时许，犯罪嫌疑人

邹某主动回到国内， 向专案组投案，并

如实地供述他因与死者合租产生矛盾

而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 专案组固定证

据后又马不停蹄将嫌疑人安全押解回

广州，直到此时，全体办案民警才敢真

正松一口气。8 日来，他们连续奔袭 2000

多公里，数晚分析案件通宵达旦，充分

体现广州刑警刻苦耐劳、永不放弃的精

神，用实际行动诠释“命案必破”的目标。

典型案件

《 己亥年》邮票雕刻家来广州

讲述创作小福猪心得

去年28名交警荣退

人均从警年限达33.6年

《己亥年》 生肖邮票雕刻师徐喆为

市民签名。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连续奋战8昼夜

潜逃境外

命案逃犯入法网

番禺大石出租屋凶案顺利告破

同比

下降13.2%

上升8.6%

提升5.7%

上升14.5%

上升10.9%

下降62.9%

下降8.8%

上升48.8%

上升51.4%

上升17.3%

数说广州治安

类别

刑事立案

实际破案

破案率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逮捕犯罪嫌疑人

“两抢”（抢劫、抢夺）案件

涉黑恶九类警情

侦破涉恶九类案件

逮捕涉恶九类案件嫌疑人

破获电信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