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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柳絮飘 看似美丽也伤人
@平安常州 这两天! 各位是不是发现空中飞舞的柳絮多了起

来"柳树飘絮!其实是一种传播种子的方式!每年四月中下旬!都会飞

上半个月的#毛絮雪$%医生提醒&有支气管哮喘'过敏性支气管炎'过

敏性鼻炎等的患者外出时!应尽量戴上口罩或纱巾%

出租车司机防范“5招”
@武进交巡警 !

'留意乘客有没有携带可疑物品上车%

"

'不随身

携带大量现金!尽量减少遇劫的经济损失%

#

'夜间出城一定要进站登记!

对不出城的乘客如感到怀疑!可拨打报警电话%

$

'注意观察!尽量避免接

到#危险乘客(%

%

'对于乘客主动递烟'递毛巾'递饮料都应该礼貌谢绝%

网上买的POS机两天吸走老板娘6万元
@老戴服务站007 !

这是一种全新骗术!骗子卖的
&'(

机其实做

过手脚!顾客刷小额钱款时!骗子让其进入被骗者的账号!有大笔金额

进账或者被骗者的账户里累积大笔金额后! 就会直接把钱款截走%提

醒&一定要到银行办理
&'(

机)千万不要让
&'(

机卖家代为开通*

银行取钱小心尾随
@新丰街派出所青年文明号 到银行存'取大额现金时!应将钱

物放置在不易被外人发现的包'袋内!在公共场合不要翻弄'清点钱

款)尽量不要独行!最好有人陪同!并尽量避免走偏僻路段或道路条

件较为复杂的小路)不要轻易与陌生人搭话'交谈!更不要让人知道

你携带巨款%

有惊无险的“邮局”来电

讲述人：
茶山派出所社区民警 李桂林
如今! 有些骗子喜欢找类似 +毒

品('+洗黑钱( 的借口吓唬老年人!诱

使他们上当% 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

那么容易上套! 比如吴大爷%

#

月初的

一天!我接到了吴大爷的电话!告诉我

他可能遇上了骗子%细问之下!他把当

天的遭遇向我娓娓道来%

那天上午! 吴大爷接到一个自称

邮局客服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

吴大爷!他有一个包裹已经寄到!需要

他马上领取% 吴大爷还没问清楚来龙

去脉! 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 巧合的

是!就在那之前几天!吴大爷的孙子曾

经给他来过电话! 说是有特产要寄回

来给老人尝尝% 大爷以为此包裹是他

孙子寄的! 就回拨了之前的那个 +邮

局(号码%

在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后!吴大爷被告知!这个包裹里有毒

品和一张银行卡! 卡里余额有
$))

万

元!+可能被人洗过黑钱(%这下!吴大

爷还真有些紧张了! 他急忙询问 +客

服(怎么办%女孩给了大爷一个警察的

联系电话%

大爷发现! 这个号码跟之前他拿

到的社区民警的号码很不一样! 心里

犯起了嘀咕!但还是给+警察(打去了

电话%对方说!吴大爷的身份被人冒用

了%+警察( 让吴大爷不要把这件事告

诉家人!以免+打草惊蛇(!还让他给银

联打电话!升级一下银行卡%最后重点

来了! 对方让吴大爷把他的钱都打到

一个+安全账户(内%

听到+转账(!大爷一下子就警觉

起来了%之前!我们在社区的老年人活

动室等地方都播放过防诈骗的小视

频%吴大爷感觉对方的+套路(跟视频

里讲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基本确定对

方是骗子!就立刻挂了电话!之后便打

电话给了我%

我听得直乐呵%我说!大爷太机智!

都能察觉出骗子的套路了% 他在电话那

头也乐了!说都是社区民警平时讲得好!

有机会总跟他们叨叨+不要轻易转账!不

要轻易泄露银行卡号和密码(!这次总算

派上了用场%大爷还说!要给我们派出所

送面锦旗!因为他如果上了当!自己的积

蓄可能都要被骗光了%

我告诉他! 防范宣讲的工作是社区

民警的份内事%打完电话!我很感慨!要

是大家都像吴大爷一样机警! 碰到陌生

电话多留个心眼! 那一年能减少多少损

失啊*

常州武进：上门教育帮扶暖人心
参邪人员15年无增量

“我误入邪教十多年，深受其
害。”上周，见到前来帮自己办理低保
的常州市武进区反邪教协会工作人
员和辖区派出所民警时，家住武进邹
区的周力（化名）谈及那段往事仍追
悔莫及。

1992年，大学毕业有着稳定工作

的周力受他人蛊惑，听信邪教传言，最
终，妻子带着儿子离他而去，他也孤身
寄住在哥哥家。去年，在武进反邪教协
会工作人员和民警的不懈努力下，周
力走出了邪教的阴霾，现在跟人做水
电工，“一切重新开始，会好起来的。”
周力说。

周力月初的时候应邀关注了
“法治绽放幸福花”微信公众平台，
注意到里面有反邪教知识的普及。
一旁的武进反邪教协会副会长车勤
峰说，这个公众平台是协会借助武
进司法局共同合办的。借助新媒体
强化反邪教宣传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是今年反邪教宣传工作的一个探索，
防止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和公众生命安
全，法治是最好的武器，像“周力”这样
的人员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经常警示自
己。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武进全区
参与邪教人员一直保持着零增长。
“我们能够解脱，都是工作人员努

力教育的结果，所以一定要珍惜！”一
同前往的张仁（化名）曾经是一名高中
退休教师，因为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
而被判刑3年，前年经教育转化后，主
动当起了辅导员，现身说法教育别人。
“请放心，我再也不会走害人害己的老
路了。”周力说，他会努力通过劳动改
变自己的生活。

彭尧平 徐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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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建设”考核竞赛活动专栏
编者按 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

月
!!

日起!全省各警种部门相继应战!认

真参加+四项建设(考核竞赛活动%考核过程公平公正!秩序严谨!我市公安局选

手严守纪律'认真参考!在竞赛中发挥水平!在实战中提高技能%

省厅对我市经侦业务进行实地考核
开考第一站：

4月11日上午，省厅经侦总队来我
局组织对公安经侦业务进行实地考核，
这是省厅“四项建设”考核竞赛在我市
开考的第一站。考核期间，考核组在全
市经侦系统随机抽取6名民警，采取现

场操作、实战演练、案件评查等方式，对
假币识别、平台应用、执法规范、情报研
判、境外追逃等科目进行了分类测试。
全体参考民警严守纪律、冷静思考、认
真答题，确保考出风格、考出水平。

公安新闻舆论业务工作
实地考核顺利进行

苏南片区考场：

4月14日上午，苏南片区公安新
闻舆论业务实地考核工作在常进行，
省厅新闻中心组织对苏南5市公安机
关共30名承担公安新闻宣传和信息
导控职责的民警，进行了突发事件微

博博文发布和新闻通稿编写等科目的
实地考核。前期，我局精心组织协调好
考场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周密安排
好考生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了
此次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法制业务考核在常进行实地考核
省厅法制考核：

4月15日至16日，省厅法制总队
来我局组织对公安法制业务进行实地
考核，随机抽取2个县级公安机关，6
名法制员、法制民警参加考核。考核项
目包括案卷评查、执法记录仪使用、执

法业务能力和办案区“四个一律”管理
等方面内容。重点考核法制民警、法制
员掌握运用法律知识能力、案件审核
能力、综合运用法律处理疑难案事件
能力和办案场所履职管理能力。

面对紧张的竞赛，有何感受？
常州公安“热门话题”之———

经侦支队参赛代表周警官：
考核题目都是新鲜出炉! 题目类

型是实际操作题!省公安厅的考官面对

面对我们进行考核!所以心里不免有些

紧张%不过真正进入考试状态后!我们

参赛选手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考题中

运用到的技能知识'战略方法!在我们

平常的工作中都经常应用!而且在备战

时! 支队对全体民警又进行了加强培

训!所以在考试中!选手们的操作还是

比较熟练的!其实很多民警都说!参加

这个考试很有压力很紧张!但是的确促

进了我们业务水平的提高*

新闻中心参赛代表赵警官：
哈哈!我想说+再来一次(*其实呢!

通过这次实战大练兵!可以说是大大开

拓了我的眼界! 也让我找到了差距%平

常我是负责综合业务工作!许多公安新

闻业务都是纸上谈兵!这次考核让我彻

底实战了一把!以考促学!以学促思!所

以想+再来一次(!希望自己能通过更加

刻苦的训练!更好地发挥水平*

法制支队参赛代表王警官：
执法办案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严谨

的工作!考试内容非常专业!平常办案

时实际会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被搬上了

考场!让我们好好实战了一下!有选手

觉得很过瘾!这不同于平常的法律问题

考试!它充分结合了工作实际!让我们

运用扎实的知识基础与办案经验解决

问题!让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让我

们更加认识到实战大练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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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件轻刑案平均时限28天
公安用时占比缩至28.6%

轻刑快办 提升办案质效
何为轻刑案件？
市县公安机关所办75%以上刑事

案件，都是被法院判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或
适用缓刑等都为轻刑案件。

现实问题不可忽视———
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不同机关、

不同时期办理存在差异，个别办案人
员手头案卷堆积等因素，导致轻刑案
件办案期限变相延长，不利于刑事司
法效率提升和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
法公正。

解决途径———

建立轻刑案件快办机制
2014年7月8日，常州市通过公检

法司联席会议纪要形式，出台了《关于
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意
见(试行)》，执行轻刑案件快办机制。
意见规定，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实行集
中、简化办案模式，采取相对集中移送
审查起诉、相对集中提起公诉、相对集
中开庭，简化文书制作、简化审批程
序、简化庭审程序。

7种适用情形
1.案情简单、罪名单一；
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

所犯罪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无反
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
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4.适用法律无争议；
5.无民事赔偿问题或者民事赔偿

问题已解决；
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对适用快速办理机制没有异议；
7.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5种不适用情形
1.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不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
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

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3.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
异议的；

4.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但经

审查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犯
罪的案件。疑难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涉及多个罪名的案件。其他不宜适用
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

终止适用情形
针对办案中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或

者被告人翻供、证据变化影响量刑、发
现漏罪、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或提出
实质性异议等情形，意见规定，应当终
止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确保案件得到
细致、公正的判决。

时限规定
公、检、法诉讼环节原则上各有不

超过10日的期限,也就是说,全案必

须将时限控制在30日内。

如何执行轻微刑事案
件机制？
以常州首起轻微刑事案件办案

过程为例,公安机关7日内完成侦查
取证并移送起诉至检察机关,检察
机关简化审查报告制作,不再详细
描述发(破)案经过、被害人等相关当
事(诉讼参与)人意见,简单列举审查
认定的被告人陈述、书证、鉴定结
论、证人证言等证据,不再进行详细
分析。审理环节,法院适用简易程
序,实行独任审判。开庭时,简化质
证程序,检察机关简单列举了被告
人陈述等证据,不详细举证也不展
示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异议,法庭
质证即告结束。

【案例】

有效执行，降低执法成本
2014年12月15日,在武进区人

民法院三号庭上,检察机关对被告人
陆某1个月前盗窃被当场抓获的犯罪
事实提起公诉。法院当庭判决陆某犯
盗窃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2015年2月15日,春节前夕,陆
某拘役刑执行结束。“多亏了轻刑快
办机制,不然过年都无法和家人团
聚,那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今后我一
定要遵守法律,决不再干违法犯罪的
事。”陆某说。

实行机制，彰显社会效果
犯罪嫌疑人张某多次采用顺手牵羊

等手段,盗窃消防柜中消防枪头共33
个,作案12起,价值867元,可以适用轻
刑快办机制。从被刑事拘留,到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用时不足1个月,10天后法院
即作出判决,张某被判拘役两个月并处
罚金1000元。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秩
序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警方解读】
常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长陈文

明：“轻刑快办机制避免了片面追求诉
讼效率而忽视办案效果,倒逼公安机
关高质量完成侦查取证工作,避免因
执法素质和业务能力问题,影响启动
这项机制。”

陈文明分析说,法院判决的案件中,
四分之三属于轻刑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实施后所办的刑事案件,平均诉讼时限
只有28天,其中公安机关平均办案期限
8天,检察机关11天,法院9天。通过刑事
案件繁简分流,公检法三部门均节省大
量工作成本,使有限的资源集中办理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

【数说成效】
自2014年7月8日,常州市执行轻刑

案件快办机制以来,截至目前,共适用这
一机制办理轻微刑事案件179件209人,
其中侵财类137件167人,平均诉讼期限
仅28天,公安机关办案期限占比缩至
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