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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买东西

时发现支付软件余额不足，请朋友帮忙

转账付钱本是常情，却成为犯罪分子实

施偷窃行为的幌子。 日前，在广州白云

区的一家二手手机档口就发生了这样

一起案件。 目前，该案嫌疑人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买手机为幌偷走两部手机

案发当天，阿艳一个人在一间专卖

二手手机的店铺里看档。 这时，一名男

子走进店里说要买手机，而且挑选的几

乎是全场最贵的手机，阿艳热情地上前

招呼。 男子选了两部手机共3400元，以

及一条100元的耳机线，总共3500元。 男

子很爽快，没有砍价，直接让阿艳将手

机和配件包装好。

等到付款时，男子扫了两次二维码

都不成功。 男子说手机网络信号不好。

因为店里的手机信号确实不太好，阿艳

也没有起疑心。 这时，男子主动提出，到

店外面扫码， 然后将二维码拿出门外。

这回总算扫到码了，但男子似乎才知道

自己微信里面的钱不够支付，要等朋友

转800元过来。

此时的阿艳依旧没有怀疑，招呼男

子在一旁坐着等，自己则忙着手头上的

事情。 而男子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又

出去店门口张望，不知道是信号问题还

是其它什么原因，不停进进出出。 又过

了一会， 阿艳发现之前已经包装好、男

子要购买的手机不见了。

她一边大叫一边追了出来，远远看

到男子拿着袋子拼命逃跑。 因为店里没

有其他帮手，她顾着店铺根本没法去追

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没了踪影。

民警调出视频锁定嫌疑人

接到阿艳的报警，辖区派出所民警

第一时间展开侦查，从案发地附近一带

的监控视频看到，当晚5时许，这名男子

进入阿艳的手机店， 随后多次进出，最

后一次，男子拿着一个袋子若无其事地

从手机店走出，在旁边的水果档前停留

了一下，然后渐渐远离。 之后，男子突然

飞奔起来。 这时，阿艳发现手机被偷，追

了出来。

民警追踪发现， 男子一路狂奔，绕

过多条横街窄巷之后， 最后溜进地铁

站。 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男子的下落，

并在龙归附近一间出租屋内将嫌疑人

阿荣控制。

经调查， 阿荣是一个无业游民，好

吃懒做，花钱如流水。 因为没钱还信用

卡欠款，就琢磨找法子弄钱。 阿荣有个

老乡是开手机店的，平时都会收购一些

二手手机，于是他就想顺手牵羊弄几部

手机再转手卖掉。

办案民警说，在下手前，阿荣去过

另一家手机档，可能没机会下手，随后

来到阿艳的档口，借口买手机伺机将手

机偷走。

案发数小时嫌疑人落网

阿荣交代，手机到手后，他马上找

到两个经营手机店的老乡， 低价销赃。

两部手机一共卖了1500元。 还完信用卡

的账单，他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直到

上床睡觉也没敢合眼，总以为能侥幸逃

过，没想到零时刚过，民警就找上门了。

目前，阿荣已被白云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而他的两个老乡因收购来历不明

的手机也受到相应处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李海锋 张毅涛 ）

“向右看———齐！ 向

前———看！” “安全、 规范、 有效是实

战技能的核心， 要反复操练， 才能形

成肌肉记忆……” 在炎炎烈日炙烤的

训练场上， 一个身形矫健、 挥汗如雨

的身影正在讲解、 示范、 练习、 点评

……

他是陈科， 现任广州市公安局番

禺区分局训练大队二级警长。 从入警

校开始， 他就梦想成为一名警务教官。

20 年一路走来， 他不但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 而且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被称

为“陈百科” 的他， 还研发出了“全

省公安机关十大精品课程”。

兼职小教员成长为 “陈百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早就想当

一名教官。 可能是觉得能够教人， 好

厉害、 好有型！” 陈科深知要成为教官

必须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

2000 年考入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后，

除了学习专业知识， 他还特别留意警

校老师的授课技巧， 这些为他后来成

为优秀教官奠定了基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03

年， 陈科从警校毕业， 进入番禺区公

安分局工作。 入警的第二年， 他被分

局选派参加市公安局举办的第三期警

务实战技能师资班， 成为一名兼职警

务教官。 之后， 陈科先后在交警、 巡

特警、 派出所等岗位工作， 同时担任

所在单位的“小教员” ,兼顾实战训练

授课。 陈科认为， “实战经验是做好

教官工作的基础， 所有的训练都是为

了实战。”

带着这种想法， 他在工作中时刻

注意发现问题， 并收集整理， 在实战

训练课上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 与陈

科共事的战友们说， “他喜欢钻研，

经常与老民警沟通交流， 分享实战心

得， 并将一些好的做法形成简单、 实

用的小课程教授给大家， 大家都戏称

他为‘陈百科’”。

12

年来累计培训

2

万人次

2007 年， 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

陈科实战技能和教学水平都取得了很

大进步， 顺利调入训练大队， 成为一

名专职实战教官。 从此， 他全身心地

投入到警务训练工作中， 参与了编写

教材教案、 拟定各类教育训练制度、

组织和实施武器警械训练。 陈科立足

实战需求， 大胆创新， 研发出了 《技

战术一体化训练》 等一系列精品课程，

受到各级领导和参训学员的一致好评。

12 年来，他在市公安局警衔晋升训

练、重大安保精准送教、支援学警岗前

培训、分局一线民警实战必训等平台授

课，累计培训人数近 2 万人次，先后获

评市公安局教育训练先进个人 3 次；

2013 至 2016 年， 连续 4 年参与获得市

公安局警务教官比武团体二等奖；2017

年参与研发的课程《实战场景处警“双

盲”测评》获评“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精品

课程”；所在训练大队获得“全国公安系

统教育训练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为大庆安保研发新课程

为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安保工

作， 今年初， 市公安局专门组织开展

基层路面规范执法核心课程研发工作，

其中番禺区公安分局训练大队负责承

担查人查物和查车两门课程研发任务。

原本负责“三查” 课程的陈科主动承

担起课程研发任务。

针对传统巡逻盘查训练以讲授技

战术动作为主， 内容缺乏规范化和流

程化等问题， 陈科结合自己多年讲授

“三查” 课程的经验， 在充分查阅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安部、 省公安厅、 市

公安局最新的有关规定后， 对课程进

行重新编排设计， 让新研发的课程更

加情景化、 流程化、 规范化， 可操作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该课程在全市公安机关推广应用

后， 受到基层一线民警的欢迎， 并作为

全市公安机关基层路面规范执法抽测考

评的核心科目。 参加过培训的基层民警

普遍反映， “课程很贴近实战， 实用性

和实操性很强， 经过训练， 能够以更好

的状态投入到大庆安保工作。”

他是训练场上的“百科全书”

番禺区公安分局实战教官陈科参与研发的课程获评“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精品课程”

借口等转账 男子在店主眼皮底下偷走手机

嫌疑人为还卡债铤而走险，案发数小时即被绳之以法

点赞好警察

传播正能量

民警提醒

商家做生意 ，防范

措施要做好 ，除了安装

技防设备 ，日常中对一

些表现可疑的人员也

要提高警惕 ，对未售出

的货品应该放在不容

易拿走的地方 ，以免给

小偷可乘之机。

在实战训练课上，陈科（左）有针对性地对学员开展各项训练。 通讯员供图

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训练大队

二级警长陈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