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9 日 18 时 33 分，
在人民路与汉冶路交叉口，
车牌号为豫 RL9315 的车
辆驾驶人抽烟。根据相关法
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
行车的，记 2分，处 50 元罚
款。图片由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提供 ⑥5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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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许安）结识陌生网
友后， 被拉进微信群做期
货交易， 盈利几笔后被骗
500 多元。 近日，龙升派出
所主动出击， 短短 6 天快
速侦破一起跨省电信网络
诈骗案，抓获 14 名犯罪嫌
疑人， 成功打掉这个利用
虚假网络投资平台实施诈
骗的犯罪团伙。

1 月 12 日 15 时许，
龙升工业园的郝某到龙升
派出所报案， 称他在网络
虚拟交易平台上被诈骗
578.8 元。民警通过了解得
知，1 月 9 日，郝某通过微
信认识一名做期货交易的
网友“梦瑶”，“梦瑶”将他

拉进一个叫“某实战群”的
微信群， 告诉他只需要在
平台内买涨买跌就可以赚
钱， 并且有专业老师指导
下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郝某在指导老师的指引
下，扫描二维码下载了“某
珠宝”APP， 并充值 578.8
元开始在平台内交易。 刚
开始，郝某盈利了几笔，但
随后很快就赔光了。 郝某
觉得不对劲儿， 就上网搜
索， 发现很多类似的诈骗
行为，遂报警。

龙升派出所案件大队
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这
是一起典型的引诱受害
人通过虚假网络交易平
台进行诈骗的案件。 针对

该起案件，该大队民警没
有因为案值小而懈怠，而
是迅速启动侦办机制，通
过研判分析、 扩线核查、
顺线追踪、 主动出击，先
后组织两批警力远赴涉
案地湖南省衡阳市衡东
县等地展开侦破工作，迅
速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
组织架构、作案地点和作
案流程。

经查，“某珠宝”投资
平台是一个吸引客户投
资“红宝石、蓝宝石、绿宝
石”买涨买跌的虚假期货
平台。 该犯罪团伙分为 4
个小组，小组成员通过微
信发布推广信息，当有人
咨询时，就添加对方微信

好友，拉入“喊单群”，群
内有人扮演“分析师”以
及“客户”，“客户”在群内
发布盈利的信息、 截图，
诱骗受害人投入资金。 随
后，小组组长利用该虚假
网络平台后台，调节风控
数值，使受害人购买的珠
宝下跌，所入资金损失直
至完全亏损。

日前， 龙升派出所民
警发觉抓捕时机成熟，在
湖南警方的配合下展开
收网行动， 一举抓获梁
某、 郑某等 14 名犯罪嫌
疑人， 扣押作案车辆 3
辆、作案手机 80 余部、电
脑 30 余台。 目前，该案正
在继续深挖中。 ⑥5

以网上做期货交易为幌子，骗取他人钱财

龙升警方 6 天破获跨省电信诈骗案
举行信息化技术培训

建设智慧法院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赵晖

通讯员 郑娜）为进一步推进南阳法院信息化
工作， 全面提升南阳法院信息化应用水平，2
月 11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信息化技术培
训， 主要对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及深度应
用等内容进行了培训。

培训中， 通过大屏幕进行现场演示和讲
解， 参训人员对智慧法院建设有了更深层次
的了解。通过此次培训，参训人员提高了信息
化应用能力， 带动本庭室干警信息化应用水
平，推动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促进现
代科技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 利用信息技术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⑥5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朱付新）在路边
违法停车被交管部门抓拍
后， 录制辱骂交警的视频
在网上传播。 2 月 3 日，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案件大队
经过缜密侦查， 依法对杨

某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他
因散布辱警视频在拘留所
里度过新春佳节。

2 月 1 日 10 时 43 分，
杨某驾驶一辆奔驰车在工
业路与八一路交叉口西侧
道路上违法停车，被交警部

门抓拍。当日 14时许，杨某
发现车上的“违法停车告知
单”后，为发泄私愤，他录制
了辱骂交警的小视频，通过
陌陌社交软件对外发布传
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2 月 3 日上午， 交警

部门顺线追踪， 成功将杨
某传唤到案。经询问，杨某
对其在网络上传播辱骂交
警言论和视频的行为供认
不讳。依据相关法规，公安
机关对杨某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 ⑥5

路边违法停车被交管部门抓拍

散布辱警视频 车主拘留所过年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左文峰）“早知道
你们民警这么敬业， 我就
不逃了，逃也逃不了。”2月
7 日，面对突然出现在自己
面前的民警， 本想在家过
年的逃犯王某束手就擒。

2018 年 7 月份，家住
唐河县大河屯镇陈庄村的
王某在浙江温州务工时，
与工友金某发生纠纷，并
将其打伤。 金某住院治疗
后，王某认为自己也有理，
况且金某伤势也不严重，

就拒绝露面，并潜逃在外。
此后， 浙江警方将王某列
为网上逃犯。

王某被上网通缉后，
唐河县公安局大河屯派出
所密切关注王某的动向。
今年春节期间， 王某因思

念亲人， 认为民警过年也
会放假，就偷偷溜回家中。

2 月 7 日， 民警获悉
王某回家后，第一时间赶
到王某家中， 将其抓获。
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⑥5

与工友发生纠纷后，将其打伤并逃往外地

逃犯回家过年 民警逮个正着

驾车抽烟
记 2分

醉汉车流中穿梭

特警紧急救助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通讯员 朱义晓）

2 月 9 日，假期结束的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交
管巡防大队队员孟辉在返回宿舍途中，成功
救助一名醉酒男子并联系其家人将其安全
送回。

当日 14 时 15 分， 孟辉在假期结束返回
宿舍途中， 发现一名醉酒男子何某东倒西歪
地在车流中穿梭，十分危险。孟辉迅速将何某
搀扶至路边，并询问其家人的联系方式。何某
因酒劲发作，瘫倒在地，孟辉怕他躺在水泥地
上受凉，将其抱在怀里让他休息。 1 个多小时
后，何某的侄子赶到现场将何某接回，孟辉才
起身离去。 ⑥5

轿车撞人逃逸

辅警驱车拦截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曾照云）2

月 9 日， 内乡县郦都大道与灵山路交叉口西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民警恰好路过目睹了该起事故， 成功
将肇事人靳某控制。

当日 14 时 50 分， 内乡县郦都大道与灵
山路交叉口西， 一辆黑色轿车撞上一辆人力
三轮车后逃逸。此时，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辅警罗潇潇、杨鑫恰好驾车经过，二人
拨打了 110 和 120 后，立即向肇事车辆追去。
当肇事车行至一乡村土路时，速度明显减缓，
罗潇潇和杨鑫迅速将该车截停并亮明身份。
接到警情的民警也迅速赶到现场， 成功控制
了驾驶人靳某。

经检测， 靳某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196.45 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被撞人力
三轮车主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目前，靳某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