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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为进
一步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市公安局充分依托“大数据+网格
化+铁脚板”社会治理机制，全市公安
民警、辅警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他们
战高温、斗酷暑，用热血与汗水筑起一
道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红色引擎”凝聚战时力量

“我是党员，让我上。”“请组织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经开区公
安分局遥观派出所党员先锋队民
警、辅警纷纷挺身而出、主动请缨，
冲锋在前。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遥观派
出所党员先锋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的庄严誓词，让
红色成为这场不分昼夜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最亮眼的底色。

为进一步鼓舞士气、凝聚警心，8
月5日，天宁交警大队在青龙高速道
口执勤卡点进行抗疫“党员先锋队”授
旗仪式。党员们纷纷带头执行科学防
疫和自我防护措施，无畏无惧、冲锋在
前，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天宁公安分局青龙派出所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开展“党员先行、凝聚战疫力
量”活动，成立“党员突击队”，每天16
人分三班到沪蓉高速青龙道口疫情防
控卡口，开展24小时全天候执勤。截
至目前，青龙派出所“党员突击队”协
同各部门累计查验中高风险地区车辆
955辆、1169人。

“我是党员，又是老兵，大中午一
般人还真适应不了，这活儿就交给我
吧！”新北交警大队七中队民警陈铭辉
主动要求中午执勤守卡，因地面温度
太高执勤鞋底被烫化。

连日来，全市公安机关党员民
警、辅警顶着烈日、耐着高温，奔赴各
重点区域和高速公路出入口，与交通
运输、卫健防疫人员、社区干群、志愿
者等一起战高温、斗酷暑。他们有的
被蚊子咬出一身包，有的被烈日晒脱
一层皮，有的站坏了一双鞋……他们
用自己的身躯筑牢一道安全屏障，誓
守一城平安。

“数据赋能”助力精准核查

8月3日，武进公安分局鸣凰派出
所辅警张科将疑似涉疫人员数据的核
查结果，通过数据平台输入反馈到大
数据管控中心。在他的电脑前，放着
一叠已经核查好的人员名单。“将这些
名单与上面大数据中心推送过来的人
员名单一一对上号，是一件很费眼力
的事。”张科眼睛始终盯着电脑屏幕，
头也不抬地说。

张科所说的“上面”是指市公安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数据管控专班，

在专班开展涉疫数据汇聚治理、研判
分析、预警推送的民警王瑞通是他“不
见面”的搭档，他们为阻止疫情发生共
同与时间赛跑。

7月20日当晚，王瑞通就迅速投
入战斗，连夜对涉疫数据进行研判分
析。为了让社区民警能够精准核查，
王瑞通通宵达旦对这些人员信息进行
清洗加工，形成详细的人员核查指令
推送给社区民警。

接到指令后，王瑞通的另一名“不
见面”的搭档——鸣凰派出所副所长
张春辉装上几个医用口罩，随身带上
一瓶消毒喷雾，拿上登记簿就急匆匆
离开了派出所，深入社区对防疫重点
人员的信息进行复核。

为有效阻止疫情发生，保障广大
市民健康安全，市公安局抽调大数据
管理、情报指挥、交警、人口管理等精
干警力，打造集数据清洗、密接追踪、
异动预警、预先劝返等功能于一体的
疫情防控“最强大脑”，最大程度缩减
走访摸排时间，有效提高疑似涉疫人
员的核查率和管控率。

“最高标准”守护常州阵地

8月3日，天宁公安分局红梅派出
所民警冒着高温酷暑坚守疫情防控岗
位，开展社区巡查，提示居民群众主动
配合好小区出入口查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全市公安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
一切的首要任务，以最高标准抓组织
推进，以最强力度抓措施落实，以最
严要求抓战时执行，坚决守护好“常
州阵地”。

连日来，面对连续的高温天气，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每天出动警力
280余人，24小时轮班值守，优化查
验点位设置，合理渠化查验通道，加
强联勤联处，不折不扣执行重点地区
车辆驾乘人员“逢车必查、逢人必检”
规定，确保疫情查控规范有序，车辆
通行顺畅不堵。

根据当前暂停棋牌室、浴室等公
共娱乐场所营业的疫情防控规定，溧
阳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各辖区的棋

牌室、浴室、足浴等场所开展检查，对仍
在继续营业的责令暂停营业，同时对经
营业主和群众开展疫情防控宣传，要求
做到人员不聚集、在公共场合要佩戴口
罩等防疫措施。

金坛公安分局组织民警、辅警对辖
区棋牌室、网吧、浴室等公共场所进行
集中清查整治和督促暂停营业工作，对
违规营业的棋牌室等张贴封条、签订告
知书。

高新区公安分局薛家派出所在沪
蓉高速薛家道口、辖区超市、农贸市场、
商业综合体等做好卡口点位设置、警力
部署、车辆人员查验等工作，同时在社
区开展上门走访核实，坚决做到“人一
个不漏”，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措
施、最果敢的行动，全力以赴投入疫情
防控工作。

顾燕

与时间赛跑，筑牢抗疫防线
据市反诈骗中心统计，上周，我市

警方共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355
起 ，同 比 下 降 13.0% ，环 比 上 升
9.9%。反诈骗中心预警拦截境外语
音诈骗电话12903起，冻结资金1440
万余元。

梳理上周的案件类型，从数量上
来看，以下6类诈骗手段发案数量居
前六位，分别是兼职刷单类诈骗48
起，虚假博彩类诈骗47起，冒充领导
（熟人）类诈骗36起，网络贷款类诈骗
36起，虚假购物类诈骗28起，投资理
财类诈骗26起。

诈骗分子冒充“公安局”“省公安
厅”“公安侦查部门”给市民打电话，以
涉嫌“刑事案件”“电信网络诈骗”“洗
黑钱”等借口实施骗局。近日，市民刘
某遇此类骗局，被骗20万元。

【典型案例】
7月31日，武进区市民刘某报警

称：接到自称是北京公安局的电话，对
方称他的银行卡涉嫌洗黑钱，需要出
具酬劳保证证明，让他在银行卡内存
款，并给他发来了链接。刘某受到惊
吓，打开网页填写了银行卡卡号、密码
并往卡里存钱。很快，他查询卡内余
额，发现钱都被转走，损失20万元。

【手段分析】
骗子利用政法机关的威信力，通

过严肃谨慎的语气，强势震慑并击破
受害人心理防线，使其逐渐陷入恐慌，
失去判断力，以要出具酬劳保证证明
为由，要受害人在指定网页上进行资
金调查，填写银行卡信息，包括卡号和
密码，随后引导受害人往该银行卡内
存款，最后将钱款全数转走。

【警方提示】
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传真、聊

天工具等开展案件调查，异地办案必
须经当地公安机关协助；公安机关不
会与其他执法部门相互转接电话，更
不会要求涉案人员前往酒店等隐蔽环
境接受调查或自证清白；公安机关不
会通过传真、网页等形式向涉案人员
出示证件、送达“拘留证”“逮捕证”“决
定书”“通缉令”等法律文书材料；公安
机关不会在电话里要求涉案人员提供
银行卡或者支付宝等信息，不会发送
任何网页链接要求涉案人员进行个人
信息或资产认证；公安机关根本不存
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绝不会要求
涉案人员转账汇款。如被骗或遇到可
疑情况请保留证据，及时拨打110报
警或96110专线咨询。

顾梦莹

建议您在各大官方应用商城搜
索“国家反诈中心”APP并下载注册，
开启全方位防骗预警。“国家反诈中
心”APP 是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
织开发的国家级反诈、防骗、预警系
统，具备诈骗举报、诈骗预警、风险
查询等功能，还有丰富的防诈骗知
识。通过学习里面的知识可以有效
避免各种网络诈骗的发生，提高防
骗能力，还可以随时向平台举报各
种诈骗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
失。同时对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可疑支付账户、可疑 IP/网址、可疑
QQ、微信号，均可在“国家反诈中
心”APP 这款软件中查询验证是否
为“涉诈”账号。

落入“洗黑钱”骗局，被骗20万元

筑牢“安全网”

@平安常州 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高新区公安
分局小河派出所迅速出击，全体
民警和辅警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
的第一线，举全所之力筑牢阻击
疫情“安全网”。

勿轻信领导来电

@常州网警巡查执法 遇
到陌生人以领导身份主动要求
转账、汇款的，务必仔细甄别，核
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提
供相关信息，点击链接或转账、
汇款。

守住水上阵地
@平安常州 天宁公安分

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坚持每日防疫
巡查，密切关注来常船舶，为船员
测量体温，查验船员的行程卡、健
康码，告知船员做好个人防护，非
必要不上岸。同时，要求各码头
单位组织本单位所有人员及在港
船员进行核酸检测，筑牢水上防
疫安全防线。

网购莫跳开平台支付

@常州网警巡查执法 网
购时，与店家一番讨价还价后，双
方决定以 4000 元成交。随后店
家称网购界面上无法修改交易价
格，另外发来支付链接。买家点
击链接支付后，店家就失去了联
系，买家这才发现被骗。

网警提醒：网购时不要离开
平台，不要点击任何不明链接。

民警同志：您好！
请问网上能办理车管业务

吗？
张先生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
方法一：您可通过电脑登录

江苏省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实名注册后按照流程办
理 相 关 业 务 。（网 址 ：https://
js.122.gov.cn/）

方法二：您可通过手机下载
“交管12123”APP，实名注册后即
可办理申领免检标志、期满换领
驾驶证、遗失补领驾驶证、损毁
换领驾驶证、变更机动车及驾驶
证联系方式等 20 余项车驾管业
务，还可办理违法处理和罚款缴
纳业务。

网上申请受理后，您可以安心
地在家等待邮政人员送证上门。

民警同志：您好！
请问警邮便民服务点能够办

理哪些车驾管业务？
卞女士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答复：
警邮网点可代为办理以下车

驾管业务。
（一）驾驶证业务
1.补领机动车驾驶证
2.期满换证
3.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
（二）机动车业务
1.补、换机动车行驶证
2.补、换机动车号牌
3.补、换领机动车检验标志
4.机动车抵押与解押登记
5.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
6.6 年内免检机动车申领检

验合格标志
（三）互联网平台业务
1.互联网用户窗口注册
2.互联网用户变更
（四）其他业务
交通违法自助处理（可以处

理个人名下的小型汽车记6分以
下的交通违法行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全市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广
大公安民警、辅警顶着烈日、耐着高
温，奔赴各重点区域和高速公路出入
口，全面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急难险
重，他们挺身而出；重点区域，他们日
夜值守；紧要关头，他们风雨无阻；服
务群众，他们情真意切。

抗疫“老将”主动请缨

周彪，局前街派出所的老民警。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已经57
岁的他奋勇冲在了防疫一线，一天也
不懈怠地奔波于辖区两所医院之间，
维护着群众的就医安全。派出所领导
考虑到周彪年纪较大，想安排他到二
线开展后勤工作，被他果断拒绝了。
他穿戴起一层层防护装备，与24名医
院警务室辅警共同坚守在医院。

这次防疫形势严峻，作为抗疫老
将，周彪再次主动请缨。他带领队员
们和医院保安组成了防疫专班，在急
诊、病房大楼、化验室等区域设置人群
引导岗，落实医院内查温、验码以及佩
戴口罩的措施。酷暑之下，这份工作
并不容易，但周彪对年轻的队员们说：

“我们背后就是医护人员和病患，绝不
能出一点疏漏。”

守城门轻伤不下火线

杨勇刚，交警支队钟楼大队七中
队民警。2016年，杨勇刚因工伤右肱
骨大结节骨折，被评为十级伤残，又因
其是疤痕体质，固定手术部位骨质增
生严重，常年疼痛，但仍坚持在一线工
作。虽已年近50岁，但他主动请缨此
次邹区收费站防疫工作。

“请您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疫情

时期减少外出，减少聚集”“谢谢您的
合作，祝您一路平安”，杨勇刚一句
句温暖的话语、温馨的提示，赢得了
广大司机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夏
日的午间气温很高，长时间佩戴的
口罩和面罩下是他不断冒出的汗
水，长时间的站立让他右腿伤病复
发，隐隐作痛。但他深知防疫工作
的重要性，累了稍事休息后又投入
到防疫工作中去。

兄弟携手抗疫到底

赵焕平，武进公安分局一名老民
警，今年已是他第二次驻扎在防疫隔
离点了。面对封闭的工作环境，曾担
任过派出所所长的赵焕平表现出一贯
严谨踏实的作风，将防疫点的安全稳
定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8月 2日
晚，武进区防疫点负责人微信工作群
迎来了一位59岁的老民警，他叫白
云彪，是马杭派出所一名社区民警，
和赵焕平是在公安战线共事多年的
好友，这次主动请缨投身防疫点工
作，白云彪刚进群就表明了他的决
心，深受感动的赵焕平随即发出了

“兄弟一场，携手抗疫，疫情结束，我们
退休”的号召，两位临退休民警勇挑重
担、并肩奋战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工作
群内的防疫工作者。

他的执勤鞋提前“退役”

陈铭辉，交警支队新北大队七中
队民警。今年35岁的他，已经拥有党
龄16年。作为一名军人，他在日常工
作中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遇到困难
总是冲在第一线。疫情防控以来，作
为单身父亲的他，把孩子寄养在父母
家中，全情投入战“疫”一线。午后是

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地表温度很高，
甚至温度计一度爆表。面对这样极端
高温，每个人都会望而却步。

“中午谁来守？”中队长朱超俊和
指导员钱飞商量，由他们俩轮流。但
中队除了守卡，还有大量协调、后勤
保障工作，辖区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也刻不容缓。看着中队两位领导每
天忙得像陀螺，满脸倦容，陈铭辉主
动找到队长，“我是党员，又是老兵，
大中午一般人还真适应不了，这活儿
就交给我吧！”就这样形成了陈铭辉
为主力，中队长、指导员为辅助的三
人“党员烈日岗”。

在8月2日中午执勤中，陈铭辉
突然感到脚底发烫。原来地面高温将
鞋底都烫化了。陈铭辉笑着说：“一般
一个夏天报废一双，这次提速了。看
来人是铁打的，鞋不是呀！”

战“疫”夫妻情更切

诸亚锋，交警支队高架道路大队
副大队长，是骄龙铁骑队负责人。近
日，在疫情查控点设置后，他迅速组建
了一支12名铁骑队员组成的青年突
击队，承担沪蓉高速常州北出口疫情
查控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

诸亚锋的妻子郑海燕，是经开区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疫
情防控以来主要负责在经开区新冠
疫苗接种点接种工作和重点人群核
酸采样工作，每天从早上7:00到晚
上9:00，该接种点平均每天注射疫苗
3000余针。

尽管战疫的忙碌让两人聚少离
多，却让两人对彼此的工作更加了
解。妻子明白了诸亚锋“零点行动”后
回到家一句话都说不出的疲惫，而诸
亚锋看着妻子摘下手套发白发皱的双

手更是感慨：“原来海燕这么不容易，戴
着橡胶手套我都吃不消，难以想象她每
天全副武装的那种煎熬。”

上阵父子兵

贺志平，高新区公安分局圩塘派
出所社区民警。疫情防控以来，他加
班加点逐户排查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常
人员，同时宣传防疫知识，电话核实上
千条数据；逐一督促麻将馆、足疗店、
美容院、KTV等室内封闭场所暂停运
营，并签订责任书。每天，他对进入小
区、来往渡口的人员、车辆逐一盘查询
问，督促物业门卫、渡口岗亭提高责任
心，守好“前沿阵地”，坚决把新冠病毒
拒之门外。

儿子贺嘉澄系江苏警官学院大三学
生，在父亲影响下，利用假期主动参与圩
塘派出所疫情防控工作，每天吃住在派
出所，配合父亲到社区进行人员核查。
截至目前，已核查千余人。

父女同在一线

陈剑峰，高新区公安分局孟河派出
所社区民警，连日来，他如陀螺一般在派
出所、社区中“转动”。落实防疫相关举
措，督促棋牌室、麻将馆暂停运营，积极
搜集辖区内的涉疫线索。

女儿陈翊是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
在校大学生，此次疫情她紧跟父亲的
步伐，毅然申请加入了“青年突击队”，
前往 S238 卡口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16时—24时，每天一站就是8小时，但
陈翊的身影却时刻挺拔，一次次地抬头、
倾听、执笔，记录的是车辆、人员信息，也
是一方土地的平安。她说：“虎父无犬
女，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再苦再累都
值得。” 郭瑶 王军

警徽闪耀在抗疫一线

公安心向党 护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