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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磊 通讯员 顾燕

本报讯 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常州警
方紧扣宣传发动、打击整治、总
结提升三个重点环节，坚持以
打开路、多措并举，精心组织、
协同配合，以“硬核举措”纵深
推进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打掉
养老诈骗犯罪团伙 8 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 85 名，涉案价值
7100余万元。

压实工作责任
全警排查走访

为全力推动工作落实，市
公安局党委将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作为全年重点任务
予以推进，确保行动迅速、攻坚
有力。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由
12 个警种部门组成的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严密警种责任分
工，细化宣传发动、打击整治、
总结提升三个重点环节。

“我们组织刑侦、经侦、食
药环侦等警种部门研究案件线
索查办，建立定期会商、情况汇
总、线索传递等工作机制，确保
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工作质态全
面提升。”常州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警方还制定出台《全
市公安机关养老诈骗线索核查
工作指引》，明确线索受理流转、
核查办理、审核办结等工作流
程，规范开展线索核查工作。

常州市公安局结合“常安
行 动 ”，扎 实 开 展“ 全 警 大 走
访”，深入走访居民群众、重点
行业、治安场所、网络直播等新
业态阵地，全面梳理排查相关
线索。充分发动群众举报线索，
依托警务资源优势，通过警情
梳理、网络监测等手段，全方位
研判获取线索。加强与民政、自
然资源、文旅、卫健、市场监管
等部门对接协同，联合开展梳
理摸排。目前，共摸排重点线索
10 条，已立案侦查 3 起，其余 7
条正在核查中。

“对于重点线索逐条建立
工作专班，做到定人员、定措施、
定期限，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核查见底。”常州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负责人介绍，他们同时
充分发挥市、县两级大数据侦查
中心作用，综合运用各类专业手
段，提升线索研判的深度和质
量，省厅专项办下发线索25条，
目前已办结21条。

强化数据赋能
全力攻坚挽损

5 月 24 日，66 岁的老人丁
某向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滨
湖派出所报警，称在金坛区东
门大街，有人采用发传单开讲
座的方式吸引中老年消费者，
说免费赠送有保健功能的净水
器，但需缴齐 6 年净水管费用，
自 己 在 现 场 受 了 迷 惑 ，花 了
4590 元拿到所谓“赠送”的净
水器，但事后感觉被骗，请求民

警帮助。
金坛公安分局立即抽调刑

警大队、滨湖派出所 30 余名精
干警力，仅用 6 小时便侦破该

“净水器养老诈骗案”，捣毁 1
个以虚构保健功效高价售卖净
水器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22名，现场查扣净水器26
台，涉案价值约 10 余万元。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常州警方依托专业打击的
“砺剑”工程，全面落实盯警盯
案制度，加强日常警情梳理、常
态开展盯案研判，快侦快破现
行小案，同时加强数据研判、深
挖扩线，全力攻坚公司化运作
的重大犯罪团伙，组织 40 余名
警力，赴外省市成功打掉 2 个
冒充“老中医”虚假宣传保健
品、骗取中老年人钱财的诈骗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

同时，警方还加快非法集
资陈案积案清理，围绕 2 起非
法集资类涉众型养老诈骗案
件，加快调查取证，加强风险评
估，确保稳妥推进处置工作。同
时研判梳理一批重点养老诈骗
案件及在逃人员，开展集中攻
坚、集中追逃，确保打深打透，
取得更大破案成效。

分类挂牌整治
推动源头防范

目前，常州警方深化“常态
清查+动态监管”“区域整治+定
点清除”工作模式，对7个治安重
点地区开展挂牌整治，紧盯养老
诈骗、涉众经济活动等民生敏感
领域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常
安”系列集中清查活动，加强养
老机构周边及老年人聚集公共
场所巡逻防控。截至目前，累计
出动警力 6000 余人次，检查行
业场所、出租房屋等14.7万家。

针对“以房养老”“投资养
老”等领域，警方加强与金融监
管局、民政局等部门协作，依托
非法集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线
索动态智能分析，做到早发现、
早预警、早处置。针对销售养老
产品领域，会同市场监督局，对
涉及老年人的食品、药品进行
专项抽检。

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生
活习惯、行为特点，坚持以“线
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宣传策
略，结合疫情防控、反诈宣传、

“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
传日等工作，灵活运用面对面
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小喇叭广
播等形式，组织“进社区、进超
市、进公园、进药店”等宣传活
动。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资
料、张贴海报等 10 万余份，发
布各类微文 216 条，进一步营
造浓厚氛围，有效提高老年人
识骗防骗能力。

打掉犯罪团伙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5名

常州公安以“硬核举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金一飞 汪磊 文
图片由现场群众提供

本报讯 市民费步良在新孟
河边散步，突然看到一名玩水的
小男孩不慎掉进河里。他立刻冲
进河里，仅用 10 秒就把孩子救
上了岸，看孩子没有受伤，就悄
悄离开了现场。昨天，小河派出
所民警根据现场群众拍摄的照
片，终于找到了这位救人英雄。

据获救8岁男孩的家长称，6
月 28 日傍晚，突然听到村民呼
喊，得知自家孩子失足落水，于是
立刻赶到现场，发现孩子已经被
救了起来；想感谢救命恩人，对方
却已经离开了，也没有留下姓名。

现场有群众拍下了救人者
的照片，小河派出所民警经多方
联系，终于找到了见义勇为的男

子费步良。据他回忆，6 月 28 日
下午 6 点左右，他和朋友在新孟
河边散步，在新孟河水闸往东一
公里处，看到一个男孩在玩水，
正玩着，一不小心，男孩脚下打
滑，人仰着倒在水里了。费步良
立马把手机扔在一旁，沿着斜坡
冲下水去救人。他说，不到 10 秒
钟，便在河中找到了男孩，将其
扶出水面。因为岸边全是青苔比
较滑，费步良喊朋友一起手拉手
将男孩拉上了岸。

救人上岸后，费步良稍微喘
口气便立即查看男孩身体是否有
恙。好在男孩上岸后意识清醒，除
了受到惊吓外并无大碍。男孩父
母闻讯赶来时，费步良没有留下
姓名便已离开。提及救人一事，他
说，“发生这种事，第一反应就是
赶紧救人，我只是做了大家都会
做的事而已，是应该的！”

目前，小河派出所正在积极
为奋勇救人的费步良申请见义
勇为奖励。

英勇下河救人后，不留姓名悄悄离开

民警根据现场群众拍的照片找到了他

■孙博伟 胡艳

本报讯 夫妻办理购房手续
需要两人亲自前往，但是其中一
方不便外出怎么办？公证人员
提醒：可以选择委托公证。近
日，常州市天宁公证处就为一对
夫妻办理了委托公证，当天受
理、当天出证，当事人只需跑一
次。

原来，刘先生夫妻俩准备在
武汉购买一套房子，需要本人前
往武汉办理购房的相关手续，但

因刘先生的妻子刚刚生产还在
坐月子，无法立刻动身前往武
汉，于是他们来到天宁公证处咨
询。

在详细查看了刘先生带来
的材料，充分掌握基本情况后，
公证员建议刘先生办理委托公
证，由刘先生的妻子委托刘先生
去武汉办理购买房产的相关事
宜。

考虑到刘先生妻子目前的
身体状况，天宁公证处决定为他
们开通公证法律服务“绿色通
道”，优先为其办理公证手续并

现场出具委托公证书。
公证处工作人员介绍，委托

公证属于典型的“小成本解决大
问题”，此举可以有效节省委托
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近两个月来，天宁公证处已
为当事人办理 70 余件委托公
证，涉及购房、售房、还贷等多种
事项，为有特殊困难的群众提供
了便利。同时，天宁公证处坚持
群众“最多跑一次”制度，对简单
公证事项一天内完成“受理+出
证”，快速解决当事人的燃眉之
急。

委托公证，“跑一次”解决大问题

■丁林清 潘霞菲
胡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申请执行人将
一面写着“心系百姓 执法公正”
的锦旗送到了武进法院，感谢该
院执行局4名干警远赴500多公
里外的安徽省阜阳市，成功强制
执行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于两年

前判决，被告乙公司需向原告甲
公司交付 5 台注塑机及辅助设
备，武进法院干警进行前期调查
后发现该批设备目前由丙公司实
际控制。原告甲公司虽手持判决
书，但是由于丙公司拒不配合，导
致生效文书无法全部执行。

异地执行经常会面临重重
困难，为此，出发前，承办法官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制定了多套执
行预案，同时报备省高院，请求

阜阳当地法院协助执行。
到达目的地之后，执行干警

四人组首先实施第一方案，期望
通过耐心沟通，说服对方主动配
合，然而丙公司却多方推诿。四人
组随即决定启用第二方案——依
法强制执行，搬迁涉案设备。

为确保搬迁安全，执行组制
定了详细的设备搬迁方案，提前
联系开锁公司，并安排铲车、吊
车、大卡车、切割机、搬运工待
命。同时向丙公司送达协助执行
通知书，要求其协助法院交付其
实际控制的 5 台注塑机及辅助
设备，若不配合或者阻挠执行，
将对其进行罚款，并联系当地法
院请求配合。此时，丙公司终于
妥协，表示会派员工到现场主动
配合法院交付设备。

当天晚上 7 时许，经过长达
6 小时的交锋，5 台注塑机及辅
助设备终于全部装车成功，5 辆
装满设备的卡车缓缓驶出工厂
大门，运回常州。

依法强制执行，5台注塑机成功从阜阳运回

警警 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