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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陈玉敏）

“他在社区工作中投入大

量精力， 和我们村社干部、 群众都结

下了深厚友谊， 每次他因工作关系需

要调动时， 大家都舍不得他调走。” 群

众这样评价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

合益派出所益群社区民警杨盛贤， 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一个社区

民警能获此“殊荣”， 那是对他工作的

最大肯定。

脚板 “踩出” 信任

2018年，合益派出所辖区年度总警

情下降10.3%， 而在这个警情下降的数

据中，杨盛贤所负责的南航碧花园小区

警情下降56%。警情大幅度下降的背后，

杨盛贤付出了大量的艰辛。 2017年8月，

杨盛贤来到南航碧花园小区，当时小区

里的盗窃案件较为多发。 为尽快压控警

情，杨盛贤开始认真的走访工作，通过

走访发现， 南航碧花园除了范围大，监

控、围墙、路灯等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

要因素是，群防群治力量薄弱。

杨盛贤觉得要唱好社区工作的

“重头戏”， 必须靠脚板深入社区。 他

在南航碧花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

走访、 调查， 每逢值班或警情高发期，

经常到了凌晨两三点， 他和他的同事

们还“沉” 在南航碧花园里守护平安。

其间， 对所发现的问题， 能当场解决

的， 就当场解决； 如果不能当场解决

的， 就将问题带回去后， 与警务室的

同志们一起攻坚。

杨盛贤出入小区的时间多了， 业

主与他渐渐熟络起来， 每每见到他，

都会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有时， 他还

会和业主蹲在路边谈上好久。

科技助力平安

经过大量的走访工作后， 杨盛贤

对南航碧花园小区的环境特点、 人员

组成、 基层设施等了然于胸， 他以技

防、 物防等为抓手， 不断增加监控设

备、 外围铁丝网等硬件设施。 经过杨

盛贤的深耕细作， 现在的南航碧花园，

视线通透， 没有遮蔽物所带来的治安

死角， 该装路灯的地方都有了路灯，

小区里的每条主干道都有摄像头， 仅

2018 年增加了 12 套高清摄像头， 小区

的治安环境大为转变。

杨盛贤介绍， 现在小区的管理规

范有序， 例如有“快递小哥” 等外来

人员到小区办事时， 大门口安保人员

会对来访者的身份、 来访地点等信息

进行采集， 如果这些外来人员在相应

时间段没有出来， 小区视频监控员会

对该对象的轨迹进行查询， 并将相关

情况通传给小区巡逻人员， 小区巡逻

人员会立即跟进， 这样就大大压缩了

心怀不轨者在小区的逗留时间及空间，

同时， 也会对这些重点来访对象的资

料进行存储， 以待后期备查。

借鉴枫桥经验

2019 年大年初一， 远在外地过春

节的南航碧花园业主反馈， 称在手机

上看到自己的住房附近有人活动， 业

主将截图发给杨盛贤， 问他是不是自

己的房屋遭受了盗窃。 很快， 杨盛贤

给了回复， 不是， 是小区志愿者服务

队在小区内进行巡逻。

说到小区志愿者服务队， 是杨盛

贤借鉴枫桥经验， 依靠群众做好群防

群治的重要方法之一。 2018 年， 在杨

盛贤的倡议下， 南航碧花园成立首支

小区志愿者服务队， 服务队以开放性

架构吸纳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形

成分工负责、 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

主要由物业和小区业主等群体构成。

目前志愿服务队人数达到 55 人， 根据

南航碧花园内的实际情况， 不定时开

展巡逻、 公益性活动等工作。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陈玉敏 ）

家中失窃， 手机被盗， 银行

卡还在， 结果卡被盗刷了。 今年 1 月

中旬， 荔湾区某城中村发生这样的离

奇盗窃案， 警方抓获了 4 名嫌疑人。

据介绍， 小偷在盗窃时先将事主的银

行卡进行拍照， 偷走手机， 再用事主

的手机登录微信或支付宝等第三方平

台， 将事主的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

程序， 最终盗刷走银行卡中的钱。

银行卡还在钱被盗刷

在荔湾区某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

事主小刘报警， 称家里被入屋偷窃，

失窃时间发生在凌晨， 当时小刘整晚

都在家里睡觉， 一早起来就发现家里

有人进来过， 手机和金饰、 现金等财

物不见了。

入室盗窃的小偷十分狡猾， 并没

在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和痕迹。

由于手机被偷了， 很不方便， 小刘就

马上去重新买了手机， 并去电信公司

补办了电话卡， 但新的电话开机没多

久， 小刘就又报了警。

据办案民警介绍， 事主通过检查

自己银行的流水， 发现有莫名其妙的

消费。 消费记录显示， 在小刘家失窃

后， 半夜四五点钟， 他的银行卡通过

第三方平台进行了多笔消费， 其中有

一笔购买金饰的就消费了一万多元。

奇怪的是， 被盗刷的这张银行卡并没

有被偷， 而且小刘也没有将这张卡绑

定第三方支付平台， 究竟他卡里的钱

是怎样被人盗刷走的呢？

偷手机拍银行卡盗刷卡

接警后， 荔湾区公安分局民警展

开了对案件的调查， 通过对同类案件

的研判， 民警发现这是一个专门以盗

窃为生的团伙， 团伙共有 4 人， 他们

已经在荔湾区连续作案 11 宗， 此外其

他区也都有作案。 而他们的作案手法，

通常都是选择事主熟睡的时候， 通过

暴力开锁进屋， 将首饰、 手机等小件

值钱财物拿走。 虽然当时不会拿走事

主的银行卡， 但无论银行卡有没绑定

第三方支付平台， 事主银行卡里的钱

都可能会被他们刷走。

针对嫌疑人的作案特点， 民警对

嫌疑人进行分析， 判断这些小偷应该

年纪不大， 并且对于移动支付十分熟

悉。 据办案民警介绍， 小偷的作案方

式是在盗窃时先将事主的银行卡进行

拍照， 然后将事主的手机偷走， 再用

事主的手机登录微信或支付宝等第三

方平台， 将事主的银行卡绑定第三方

支付程序， 最终盗刷走银行卡中的钱。

“将事主的银行卡绑定到

（ 事主的）

微

信、 支付宝上， 然后通过网购金饰、

手机， 再去变卖进行套现。”

4

名嫌疑人全被抓获

在调查出事主银行卡里面资金流

向后， 民警逐一排查出 4 名嫌疑人的

身份信息， 原来他们都是广西人， 年

龄大约在 20 岁左右， 这些情况， 与之

前民警所判断出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都

相符合。

4 人当中， 李某和韦某为主要嫌疑

人， 其中负责盗刷事主银行卡内钱财

的就是韦某， 他们 4 个人之前就有多

次盗窃和吸毒的作案记录。 民警随后

追查嫌疑人的去向， 发现几名嫌疑人

已经躲回老家了。

得到消息后， 民警立即赶赴广西，

分别将两名主要嫌疑人李某和韦某抓

获， 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嫌疑人也因

为涉及其他案件， 被公安机关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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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警情降幅过半，关键有他！

花都区合益派出所益群社区民警杨盛贤获得群众好口碑

手机被盗后 银行卡的钱陆续被刷走

小偷入室盗走手机还拍了事主银行卡的照片，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夏季来临， 很多街坊为了室

内能更通风凉快， 会打开窗户睡

觉， 所以在这个入室盗窃案件的

高发期，民警提醒各位街坊，无论

是出门还是在家睡觉， 都应锁好

门窗，有条件的，最好可以安装视

频监控，一旦发现失窃，请保护好

现场同时第一时间报警。 另外，小

偷可以通过手机 SIM 卡， 重置密

码进行银行卡盗刷。 为防止手机

丢失或被盗造成不必要的额外损

失， 大家可以专门为 SIM 卡设置

一个密码， 就能大大降低手机失

窃后被盗刷银行卡的风险。

民警提醒

为SIM卡设置密码

降低风险

杨盛贤在检查

辖内小区安保工作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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