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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公安分局打防成效首季告捷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潘银宜

4月8日，南海公安分局召开2019年

第一季度新闻通报会。 会上通报今年以

来，南海公安分局通过聚力推进“飓风

2019”“破小案”等系列专项行动所取得

的成绩。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接报

刑事警情总量在去年大幅下降29.9%的

基础上，继续下降16.2%；“两抢”零发案

天数达67天，破案率持续保持100%，“两

车”、“两入” 发案同比下降 20.6%和

32.6%；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成效显

著，电诈刑事案件同比下降8.9%，刑拘

犯罪嫌疑人189人， 挽回群众直接经济

损失200多万元。

翻山越岭避监控 一周四连盗超市

3 月 23 日， 里水派出所接报， 一

事主放在宿舍内的 2 台手机和 700 元

现金被盗。 接报后， 警方迅速成立专

案组开展侦查， 通过串联辖区近期发

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 发现了作案地

点均为厂区宿舍， 监控薄弱， 且地理

位置均靠近山边。

对此， 专案组进一步扩大视频搜

索范围， 重点查看沿山附近的监控，

果然从中发现了一名身材矮小、 皮肤

黝黑的嫌疑男子。 经过 14 个小时的视

频追踪， 次日 10 时许， 专案组在大冲

忠二新村一出租屋将该男子唐某抓获。

为凑电影门票钱鬼迷心窍持刀抢劫

3 月 27 日晚， 平洲派出所夏教社

区民警中队接到事主廖女士报警称，

当晚 19 时， 一年轻男子进入其理发店

持刀抢劫了 900 元。 接报后， 警方立

即启动" 两抢" 预警机制， 经现场勘察

和视频监控， 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盛某。

警方继续通过视频追踪嫌疑人下落，

最终确定嫌疑人购买了当晚 22 时 40

分的电影票。 为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

和影院沟通， 决定给嫌疑人来个" 瓮

中捉匪"。

电影开播不久， 民警进入影厅后

快速将犯罪嫌疑人盛某控制住。 经审

讯， 盛某交代， 因自己没钱， 又想约

女友去看爱情文艺电影 《比悲伤更悲

伤的故事》， 于是便持刀入室抢劫。 没

料到， 电影还没看完就被警方抓获。

嫌疑人不禁感叹， 自己的经历就像这

部电影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比悲伤

更悲伤的故事”。

智慧新警务加持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今年以来， 南海公安分局在强势

推进各项打击工作的同时， 进一步强

化“传统+科技”、 “常态+动态” 理

念， 依托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和智能化

应用， 严密护城河执勤点、 “135 分

钟” 圈、 机动查缉卡哨“三道防线”。

3 月 29 日上午， 南海沙贝警务执

勤点民警在对一部过境大巴进行例行

检查的过程中， 发现其中的一名乘客

陈某为全国涉毒人员， 经过尿液样品

毒品检测及移动警务终端的进一步核

查， 均无有效证据。 此时， 执勤民警

拿出了新式武器———全生物样品毒品

检测仪， 该仪器能检测出嫌疑人半年

内是否有吸食毒品。 警方对陈某的毛

发样本进行检测， 冰毒检查结果呈阳

性。 铁证面前， “瘾君子” 陈某无所

遁形， 只能如实供述了自己在春节期

间吸食冰毒的违法事实， 被现场执勤

民警依法移交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据沙贝警务执勤点站长冼永强介绍，

自 3 月 29 日使用了该款“新式武器”

起， 已经抓获 7 名涉毒人员。

近日，南海大沥一名男子打

伞入室盗窃，企图躲避视频监控

和警方的追查， 伪造不在场证

据。 然而，大沥派出所侦查民警

利用“天眼”还原了现场，并于4

月5日成功抓获入室盗窃嫌疑

人。

4月4日12时许， 佛山110接

群众报称：其当天中午12点回家

时，发现屋内被盗黄金首饰合共

损失约38000元。 接报后，民警迅

速出警赶到现场。 民警通过分析

收集的证据，很快锁定一名打伞

出入出租屋的男子有重大嫌疑，

经事主初步辨认，嫌疑人正是事

主店铺员工苏某双

（

28

岁 ，肇庆

怀集人）

。 4月5日16时许，嫌疑人

苏某双再次出现在王先生的出

租屋时，被守候伏击多时的便衣

民警当场抓获，带回派出所协助

调查。

原来，4月4日8时许，苏某双

便从怀集坐车来到佛山大沥，在

一家超市里买来一把雨伞、一双

手套，随后打着雨伞进入了事主

出租屋，在事主的出租屋内盗窃

现金、黄金戒指、耳环和手表等

贵重物品后，把出租屋大门的钥

匙孔用铁物质堵塞，制造门口被

撬的痕迹， 随后打伞离开出租

屋，并坐车回到怀集。

目前，苏某双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

审理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家

里和出租屋内不要存放过多的

现金， 家里也要保管好黄金首

饰、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潘银宜

通讯员 陈勇坤

清明时节雨纷纷

打伞行窃好“销魂”

新疆逃到广东 最终栽在佛山

4 月 10 日， 佛山禅城公安通报，

近日在东平路发现并成功抓获一名在

新疆涉嫌诈骗犯罪的全国在逃嫌疑

人， 并将其依法刑事拘留。

4 月 8 日下午， 佛山禅城交警在

东平路东平大桥段开展联合整治行

动， 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隐患等排

查。 16 时许， 交警唐雪森发现路面有

一辆大货车， 见民警设卡查车后明显

减慢车速， 驾驶员稍显不安， 于是立

即将该粤 A 牌大货车截停。 在民警的

严厉警告下， 货车司机还是老实将自

己的驾驶证交了出来。 民警通过智慧

新警务设备， 对该驾驶员进行仔细核

查， 发现该司机肖某竟然是一名涉嫌

诈骗的全国在逃人员。 交警不动声

色， 迅速通知警力增援， 最终将在逃

嫌疑人肖某控制。

经了解， 嫌疑人肖某今年 45 岁，

早前， 肖某在新疆与朋友合伙做生

意， 但由于经营不善而导致亏损。 为

了还债， 肖某便打起了诈骗银行贷款

的主意。 今年 1 月底， 肖某通过伪造

他人信息， 成功从银行骗取贷款 50

万元人民币。 但由于肖某的后续还款

能力不足， 加上不是用自己的身份信

息进行贷款， 肖某横跨千里来到广

东， 试图逃避打击。 银行报案后，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立

案侦查， 并将肖某列为全国在逃人

员。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潘银宜

通讯员 叶家俊

父女俩外出走散 却在派出所相聚

4月7日15时许，佛山110接市民报

称， 在桂城海八路本田4S店对出辅道

位置发现一名年约7岁的女孩，疑似迷

路了，身边没有大人在场。 接报后，南

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立即指令桂城派

出所到场处理。 民警苏考竞随即前往

上址了解情况，并找到了小女孩。

经了解， 苏考竞得知， 女孩跟随

爸爸一起搭乘公交车回爸爸工作的地

方拿东西。 上车后， 女孩走到后排坐

下， 爸爸在后车门处站着， 随着公交

车越上越多人， 女孩和爸爸被分隔开

了。 到站后， 马大哈爸爸忘了女儿还

在车上， 独自下了车； 而车上人太

多， 女儿也没留意爸爸下车了， 直到

公交车开到华南汽车城西公交站， 女

孩不见爸爸才惊慌失措的下车。 考虑

到女孩的安全， 民警决定将女孩先带

回单位。

回到单位后， 苏考竞安抚着她的

紧张情绪。 然而无论民警怎么哄，女孩

都不开口。 民警灵机一动， 拿来纸和

笔， 女孩接过并缓缓写下一个名字以

及一个电话号码。 随后，民警拨通了电

话， 电话中， 对方确认是该女孩的爸

爸， 而此时女孩爸爸才反应过来自己

把女儿弄丢了。

2小时后，杨爸爸赶到叠

滘

社区民

警中队， 杨先生激动万分对民警及时

救助的行为连连道谢， 并表示以后照

顾女儿时会打起十二分精神。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潘银宜

通讯员 李敏怡

车内名贵茶叶不翼而飞 民警破案挽回损失

近日， 两男子深夜经过一公寓楼

下时，发现一小车内有名贵茶叶，而小

车窗户半开， 遂伺机将车内价值三万

五千元的茶叶盗走。 南海公安分局黄

岐派出所经缜密侦查抓获该两名盗窃

男子，并起回部分被盗茶叶。

3月26日晚上， 事主卢先生准备驾

车外出时，察觉车内有些异常。 仔细一

检查，卢先生发现车内价值三万五千元

的茶叶不见了，而车辆没有任何被撬的

痕迹。 离开时车明明锁上了，卢先生赶

紧报警求助。 接报后，南海公安分局指

挥中心立即指令黄岐派出所到场处置。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小车其中一扇车窗

全部降了下来，经研判分析，嫌疑人是

通过拉开车门进入车内盗窃的。

4月4日11时许， 办案民警驱车前

往肇庆四会大沙村， 经过数小时的预

伏， 民警在一出租屋内成功抓获犯罪

嫌疑人胡某涛、吴某，并现场起获被盗

财物一批。 随即，民警送回卢先生部分

被盗的茶叶。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胡某

涛、吴某交代，他们趁事主小车窗户半

开，伺机降下小车车窗并拉开车门，盗

窃车内茶叶。

目前， 该两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

一步审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潘银宜

通讯员 蔡健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