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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楼下没上锁的电瓶车被盗了；车
里的几包烟不见了；今天手机被偷了，明
天桌上的零钱不翼而飞；去买菜遇上“苗
医”上当受骗……这些案子虽小，可关乎
百姓切身利益，影响老百姓的安全感。小
案连民心，小案不小看。近段时间以来，
慈溪公安紧盯民生案件不放松，打防多发
性侵财类案件成效明显，提高了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一个盗窃村委会 一个连偷电瓶车
抓！长河派出所严打盗窃保民安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冯罗鑫 魏磊毅
放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手机不翼而飞，停
在门口的电瓶车被盗……近日，长河派出所
民警连续破获两起盗窃案，竭力为群众挽回
损失，以实际行动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

觉，哪知当天便被民警抓获。
据悉，嫌疑人王某某是一名惯犯，2012
年以来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予以
行政拘留或判处有期徒刑。目前，案件在进
一步审理中。

电瓶车接连失窃
民警成功擒窃贼

刚落脚就行窃
惯犯伸手被抓

“终于把这个连续偷电瓶车的窃贼给抓
了！这下居民该安心了！”近日，长河派出
所民警耐心侦查、通力协作，成功抓获一名
11 月 8 日上午，垫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 多次盗窃电瓶车的犯罪嫌疑人。
急冲冲到长河派出所报案称，过了一个周
事情要从今年 9 月说起。9 月起，长河
末，放在村委会办公室的 2 部手机和 2000 元 派出所辖区连续接到四五起居民报案，称自
左右现金不翼而飞了。
己的电瓶车或电瓶被盗。长河派出所立即抽
接警后，长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 调警力开始侦破。办案民警通过走访排摸分
查，通过查看案发地周围的公共视频并进行 析，发现数起案件作案手法极度相似，应是
人员比对，迅速锁定一名可疑的年轻男子王 同一人所为；然而窃贼盗窃电瓶车和电瓶并
某某。在落实嫌疑人身份及藏匿地点后，民 没有规律，有上锁的电瓶车也有未上锁的，
警当天便在长河一家网吧将王某某抓获归案。 像是随机作案。办案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和周
到案后，王某某很快承认自己的盗窃犯 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行踪可疑。但
罪事实。据王某某交代，他刚从安徽到慈溪 该男子戴着口罩、帽子，将自己包裹得非常
落脚，11 月 5 日晚上在长河到处闲逛，无意 严实，作案得手后迅速离开，光凭模糊的视
中发现垫桥村村委会的办公室窗户没有关， 频很难锁定嫌疑人。
便趁机溜进室内行窃，盗走了办公桌里的手
小案件虽案值不大，但紧连民心、关乎
机和现金。得手后王某某以为神不知鬼不 平安。长河派出所民警并没有放弃对案件的

了另一个设在偏僻弄堂里的摊位，在男子的
怂恿下在自己手掌上擦拭了药酒，并在其引
导下双手合十逼出毒素。接着，男子将一
先免费擦药酒，再告诉你药酒有毒需要 座观世音雕像放在刘大妈的手上，教她说
购买解药，还吓唬你千万不能外传……这可 出自己的名字，表示已经发过誓了，不可
不是什么“苗医”，而是诈骗团伙。近日， 将此事外传。随后男子称该药酒有毒，需
坎墩派出所打掉两伙冒充苗族人摆摊卖假药 要购买解药。而胡大妈遇到的事和刘大妈
如出一撤，10 月 10 日，她买菜时遇到了这
的诈骗团伙，涉案 6 人。
10 月 10 日，刘大妈和胡大妈到坎墩派 伙人，当时他们脚边放有一把斧头且凶神恶
出所报案，称有一伙人在菜市场附近冒充 煞般，出于误信和害怕，便将钱财交付给了
诈骗团伙。两人共计被骗 6800 元。
“苗医”诈骗他们的钱财。
接警后，民警立即根据线索展开调查，
刘大妈称，10 月 5 日，她到家附近的坎
墩街道孙方村农贸市场买菜时，一群身穿少 很快锁定多名犯罪嫌疑人轨迹，并于 10 月
数民族服饰的人正在热闹的市场门口吆喝： 14 日抓获涉嫌诈骗的龙某、田某等犯罪团
“祖传苗药！能包治百病！”一下子吸引了不 伙 6 人。据办案民警余嘉巍介绍，这 6 人分
少老人驻足围观。当“苗医”开始给围观群 属两个团伙，但作案手段大致相同，都是在
众分发免费药材并带去另一个摊位擦拭药酒 农贸市场附近摆摊，以老年人为目标，以治
时，刘大妈也领了药材，跟着一名男子来到 病为幌子，先以免费送药材药酒为诱饵，再

侦查，连续多日进行大量走访和研判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通过层层抽丝剥茧，
还原出了嫌疑人实施盗窃前后的完整路线，
锁定嫌疑人冯某某，并于近日在位于杭州湾
新区的一家宾馆内将其抓获。
到案后，冯某某很快承认自己的盗窃犯
罪事实。据冯某某交代，他没有合适的打工
技能，从湖州来到慈溪后一直居住在宾馆
里，以小偷小摸为生，在路上只要时机合适
就随机偷盗电瓶车或电瓶。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了解到，长河派出所紧盯盗窃类案
件警情整治工作，始终保持对各类民生小案
的严打高压态势，通过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
方式，在做好辖区巡逻防控的同时受案即
侦，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露头就
打，绝不姑息，实现打击盗窃案件的“快、
准、精”
。

■民警提醒：

年关将近，市民一定要加强防盗意识。
无论是家中还是商铺都要及时关闭门窗，放
置现金和贵重物品的抽屉柜子要及时上锁；
此外，在停放摩托车或电瓶车时，应选择有
专人看管的车位或有视频覆盖的地方，除了
锁上车头锁外，一定要加锁防盗锁后再离
开。一旦失窃，及时报警求助。

贩卖自制假药进行诈骗。
民警调查发现，这两伙人来自贵州，根本
就不是什么苗医，也没有所谓的祖传特效药。
据了解，他们给群众擦拭的“特效药酒”就是
劣质白酒，药丸和药材则是廉价的山楂、姜红
等物，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坎墩派出所经进一
步调查串并案发现，这两个团伙此前已在多地
犯案。这次到慈溪后，刚一作案就被警方抓
获。
目前，龙某、田某等 6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提醒：

该类案件的受害人大多为 50—60 岁的中
老年妇女。在此呼吁老年朋友，不要相信街头
出现的神医神药及其包治百病的谎言，防止上
当受骗。

四小伙拉车门
“拉”
走五千元
众民警连日研判破案获点赞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冯罗鑫

“为民警的破案速度点赞，这下我们小
区居民心里都踏实了！”11 月 18 日，宗汉街
道曙光社区桂花苑南区的业主们给宗汉派出
所民警送来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一心为
民 破案神速为民解忧”的锦旗，再次表示
感谢。
事情要从 11 月 5 日傍晚说起，家住宗汉
某小区的徐师傅去车上拿烟时，发现车内的
5 包香烟不翼而飞。徐师傅仔细一检查，发
现除了香烟被盗，还有部分现金和几个纪念
币也不见了，零零总总丢失了价值 2000 多
元的财物。徐师傅和小区物业一交流，才知
道近期被“拉车门”的还不止他。徐师傅第
二天上午便到辖区派出所报警。
宗汉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组织警
力进行现场勘查走访。“盗贼不砸车、不撬

锁，只是趁天黑溜进小区挨个拉车门‘碰 空。
运气’，遇到没锁的车就钻进去实施盗窃。
据了解，刘某等人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
我们实地走访发现了更多的受害人。”宗 又喜欢出入一些高消费的娱乐场所，便选择
汉 派 出 所 民 警 吴 俊 介绍，自 11 月 1 日起，“拉车门”方式盗窃车内财物。11 月以来，刘
宗汉街道其他几个小区也同样发生了类似 某等人通过“拉车门”作案已被查证的案件近
的车内物品被盗案件，宗汉派出所通过串 20 起，涉案金额在 5000 元左右。目前，嫌疑
并案初步判定这是同一伙人作案。但由于 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案发时间多为凌晨，视频画面并不清晰， 中。
这 让 民 警 无 法 迅 速 锁 定 嫌 疑 人的具体特
征。
■民警提醒：
通过多日的研判分析，锲而不舍的民警
终于发现了窃贼的踪迹，从 11 月 8 日凌晨
无论离车时间长短，车主都要关锁好车
一处较为清晰的视频画面中发现一群嫌疑 门、车窗、后备厢，同时避免在车内存放现金
人步行来到小区门口，随后翻越防盗门进 等贵重物品，以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
入小区，对路边停放的车辆进行了“拉车 时，民警也奉劝那些“拿来主义者”，致富千
门”盗窃。通过这一新的线索，民警顺藤摸 万条，守法第一条。不论案件大小，对慈溪公
瓜抓获了以刘某为首的 4 名嫌疑人。而此 安来说都是头等大事，面对不法分子，公安机
时，盗窃得来的财物已被刘某等人挥霍一 关绝不姑息。

慈溪市公安局
慈溪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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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慈溪 人人参与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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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罗鑫

“小方，报个数据给我！”“方姐，有个
反诈劝阻的你来打个电话！”“方姐，之前那
个案子有进展了吗？”……每天，掌起派出
所综合指挥室都无比“热闹”，在一声声询
问中，方秋平不慌不忙地在电脑屏幕上操
作，将难题一一解决。
方秋平是掌起派出所视频监控中队中队
长，也是所里的“宝藏女警”。从警 13 年
来，她坚守从警初心，是民警的得力助手，
是辅警的学习榜样，先后多次被评为慈溪市
优秀辅警，获得三等治安荣誉奖章、宁波市
公安系统才艺比赛第一名等荣誉。但她却
说：
“群众的满意才是我最大的荣誉。”

她是业务精湛的“活宝典”

先送药再诈骗
这两伙
“苗医”
一到慈溪就栽了！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冯罗鑫 吴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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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揽瓷器活，得有金刚钻。”这是方
秋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想要守护群众的
平安，首先要磨好自己的“金刚钻”。为
此，方秋平刻苦钻研业务，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很快就熟悉了综合指挥室的大小
事务。一旦有人来报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案子，她总能快速调出相应区域的公共视
频，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
同时，方秋平还兼管“110”接处警数
据质量维护，对待每一个“110”警情，她
都会认真仔细地反复核对，将没有了结、存
疑的警情记在专门的本子上，一遍遍不厌其
烦地与办案民警及报警人沟通，不断地跟踪
案件进度，直至该警情处理完毕。每天上班
第一件事，她一定会查看前一天的接处警情
况，及时了解辖区里的发案情况，定期对近
期案发特点进行分析归类，并及时将有关案
件通报给队友，整合监控力量，对案件高发
区域进行重点网上巡查，为打击工作提供快
速、有效的情报信息支撑。她带领的团队连
续三年在市局“110”接处警数据质量“三
率”考核中排名第一。

她是多才多艺的“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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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警方秋平：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荣誉

公安

在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除了负责社会
治安动态视频监控和“110”接处警平台数
据质量维护，方秋平还有大量工作是在服务
群众，而她服务群众的形式和她的文艺特长
相关。
方秋平擅长唱歌，黄梅戏也是得心应
手，经常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在掌起镇小有
名气，只要她去演出，总有很多群众捧场。
方秋平一合计，想要通过自身的文艺特长传
递公安正能量，便主动编排、创作各类歌
曲，多次代表市局参加“宁波市公安系统先
进事迹”巡演、“平安慈溪”宣传演出及各类下乡慰问演出等，把
身边鲜活的公安先进事迹、闪光点，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展现给广
大群众。
因为演出和排练，方秋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精
力和业余时间。“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工作，了解我们的工作，感
受到公安干警在群众安居乐业的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热血，我觉得
非常值得！”
当然，掌起各村只要有需要演出的，她从不推辞，总说“警民是
一家，沉下心来，扑下身子，扎到群众中间，才能更好地开展警务工
作”
。老百姓都爱叫她“方老师”
，还有不少人是她的铁杆“粉丝”
。

她是群众信赖的反诈“宣传员”

用真诚敲开群众家门，走进群众心门，方秋平也收获了群众的
真心和真情。今年 4 月以来，派出所收到反诈精准劝阻宣防平台下
发的指令，需要打电话进行劝阻，如遇劝阻对象是她“粉丝”时，
“粉丝”都会主动配合自行前往派出所接受反诈宣传，这让方秋平
又惊喜又感动。
为了与时俱进搞好反诈宣传，方秋平养成了每天及时关注、收
集、总结辖区电诈发案情况的习惯，掌握不法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
手法，以便更好地进行劝阻并第一时间向群众通报案例，提高群众
防范意识。“我宣传给一个人，他们又会宣传给自己的家人、朋
友，能得到 1+1>2 的效果。”
11 月 3 日中午，方秋平根据精准劝阻宣防工作平台下达的指令
联系中危人员小岑时，小岑称接到说她快递丢件可理赔的电话，已
经按对方要求扫码、填了信息，并已将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了对
方。千钧一发之际，方秋平和劝诈专班工作人员以高度的敏感性和
责任心，立马拨打了银行客服热线要求止付，民警在几分钟内与当
事人碰面，后到达银行核实，止付成功。看到卡内 9000 余元还
在，小岑激动地一再致谢。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反诈工作中，方秋平总结出一套适用
的经验：为使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牢，她根据年龄特点，结
合真实、鲜活的案例，以案说法、以法说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提升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知晓率和辨别力；为了及时、高效地实
施劝阻，对于本地受骗人，方秋平会用方言取得对方的信任，对于
在家不愿说或者有难言之隐的，就建议当事人换个地方详谈……她
还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所里的反诈工作团队，受到队员和群众点赞。
近年来，方秋平所带领的视频监控中队在各类技能比武中成绩
名列前茅，多次被市局评为年度“优秀中队”
，她兼管的接处警平台
考核每年达到省厅标准。方秋平说，作为辅警队伍中普通的一员，
自己的岗位很难发生“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她依然愿意带着初入警
营的热情，一如既往地在小岗位上播撒对公安事业无限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