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分钟输掉 12 万余元
去年 5月 13日， 唐河县郭滩

镇的王某接到一个游戏推广电话，
对方称某网游刚刚进入市场，为了
吸引顾客，注册即送福利，且平台
为了推广只要投资即“稳赚不赔”。
本不相信的王某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加了对方微信，并下载了某博彩

游戏 APP。王某先充值了 1000元，
赢取 100多元。 见有利可图，王某
又添加了“精算导师”的微信。 在
“精算导师”的指导下，王某再次充
值 5000元，赚取 1000多元。

第二天，“精算导师”称平台推
出“精品福利”奖励优质客户，只需

充值 10 万元就送 8.88 万元。 于
是，王某从亲戚朋友处筹款，并分
两次进行充值。 此时，“精算导师”
指导王某进行押注，结果短短 5分
钟就全部输掉。 面对先后损失 12
万余元的残酷现实，王某与平台交
涉未果后报警。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左文峰）境外设立平台、电话随机推广、吸引人员参赌，并且 3 名受害人
在赔得血本无归后竟然成为赌博平台的帮凶。近日，唐河县公安局经过深入侦查，成功打掉两个为跨境网络
赌博平台进行“洗钱”的通道，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13 人，冻结资金 50 万余元。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三勤务大队从源头治理酒驾醉驾

上门宣讲 营造“零酒驾”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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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 通讯
员 吕鹏）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第三勤务大队从源头治理酒、
醉驾，通过社会行业参与、餐饮消
费提醒、整治信息共享，将“喝酒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理念贯穿
于生活中， 提醒群众拒绝酒后驾
车， 营造群众减少酒驾的良好氛
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 由卧龙区委政法
委牵头，交管部门组织，协调乡镇街
道、村（社区）等社会力量参与，运用
“防管治”综合治理手段，在辖区推
进“零酒驾”创建工作。 目前，已建成
七一街道滨河社区、 卧龙岗街道汉
画社区两个“零酒驾”社区。 借助社
区义工、 志愿者力量， 通过示范引
领、以点带面，让“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成为全民行动自觉，营造全
社会自觉抵制酒驾氛围。

该大队民警深入南阳宾馆、
梅溪宾馆、南都宾馆、金玛特巴奴
火锅等餐饮业门店上门宣传。 在
门口醒目处、 服务台摆放或张贴
宣传台卡、宣传单，将“酒驾”的危
害性、 处罚标准等相关信息张贴

在醒目位置， 为前来就餐的客人
敲响“酒驾”的警钟。 同时向酒店
管理人员、收银人员、门口保安、
停车场管理人员等进行宣传，开
展“顾客进酒店，提醒一句话（开
车不喝酒）”“顾客离酒店，提醒一
句话（喝酒不开车）”活动。

该大队在持续加强查处酒、醉

驾违法行为的同时，将酒醉驾人员
信息登记整理，重点登记饮酒所在
场所、餐饮从业人员是否有劝阻等
信息。 每周、每月定时将情况通报
给餐饮从业人员，并要求餐饮业将
从本酒店、饭店消费后因酒驾被查
的情况公示在酒店吧台等显著位
置，起到提醒、震慑作用。 ⑨3

民警雷明森
入选“平安之星”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2 月 18 日，河南长

安网、 河南省委政法委中原盾面向全省开展
首届“平安之星”网络宣传活动，其中唐河县
公安局因公牺牲民警雷明森入选河南省首届

“平安之星”候选人。
记者了解到， 雷明森生前系唐河县看守

所二级警长，多次被唐河县公安局评为“先进
工作者”“优秀公务员”，2020 年 4 月因在抗击
疫情中表现突出，受到南阳市公安局嘉奖。 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雷明森同志连续 15 天昼
夜奋战在监所疫情防控第一线， 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早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
牺牲，年仅 50 岁。

从警 30 余年来，雷明森一直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以及管理教育
在押人员，先后荣立个人嘉奖一次。 ⑨3

民警一番暖心话
救回轻生老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杨林）近

日，一位老人因家庭矛盾欲跳河轻生，后在民
警开导下， 老人心结打开并树立了面对生活
的勇气。

2 月 19 日 12 时许，宛城区公安分局东关
派出所接到警情： 解放广场附近有一老人欲
跳河轻生。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老人已由先
期处置的分局特警队员照看， 但老人情绪激
动，不愿透漏身份信息和家庭信息，也不愿与
人交流，一直明确表示不用警察管了。

见此情形， 民警就蹲在老人面前与他聊
天拉家常， 了解到轻生原因是家庭成员相处
问题， 就耐心与老人聊父子相处、 谈家庭关
系，慢慢地，老人平复情绪后说明身份信息，
并提供了两个儿子的联系方法。

随后，民警对老人的两个儿子进行了沟通
教育，经过开导，老人树立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家人将其接回。 ⑨3

梦想一夜暴富，参与境外网络赌博

输掉家产 他们成了赌博平台帮凶

警方端掉两条“洗钱”通道
接到报警后， 唐河县公安

局经过深入侦查， 发现该赌博
平台属于典型的跨境网络赌博
平台。 此后，民警根据王某的资
金充值渠道和最终流向等进行
分析， 发现两条为该跨境网络
赌博平台提供资金转运服务的
链条。

经过分析研判和精准追踪，专
案民警发现该团伙将参赌资金通
过多次、多级转账、倒账，最终将涉
案资金转移的两条通道。 其中，一
条通道的主要嫌疑人户籍地均位
于广西省的韦某等人，而另一条通
道的主要嫌疑人户籍地全部位于
福建省的杨某等人。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专案民警先后在广西省、广东
省、福建省等地将韦某等 7名犯罪
嫌疑人全部抓获。

今年 1月 28日至 31日，专案
民警赶往福建省泉州、漳州、厦门
等地，将杨某等 6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获。

3 人输掉家产后不惜成为帮凶
专案民警在侦查中发现，家

住广西省的韦某曾在境外某国
跨境网络赌博平台工作，因不堪
忍受境外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于
2019 年回到广西务工， 但嫌弃
工作条件辛苦、工作任务繁重且
工资较低，就收购黄某等人的银

行卡或者支付宝，出售或者出租
给跨境网络赌博平台使用，赚取
差价。

而杨某也是某博彩 APP 的
参赌人员， 因输掉家产、 房产、
网贷等 100 余万元后，在网站客
服的建议下，杨某先后为该跨境

网络赌博平台输送了 10 余张银
行卡获取不法之利。

无独有偶， 也是该博彩 APP
参赌人员你的陈某在血本无归
后， 选择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提
供给跨境网络赌博平台使用，以
换取可怜的“筹码”。 ⑨3

大量建筑工具被盗
警方快速破案
本报讯(记者 郭浩梅)近日，社旗县公安

局朱集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
2 月 11 日 8 时许，社旗县朱集镇群众王

先生报警称：仓库内存放的钢管、扣件、顶丝
等大量建筑工具丢失，价值近万元。 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地，通过现场勘查分析，犯
罪嫌疑人应该是翻墙进入院内实施盗窃。

根据信息研判，这么多建筑工具在短时间
内不好变卖，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同村人
员。 11时，民警走访至王某家时，发现院子里有
大量的建筑工具，疑似被盗物品，房子的主人王
某被依法带至办案中心询问。 经讯问，犯罪嫌
疑人王某如实交代其违法事实， 王某在 20 余
天内，先后多次翻墙入院实施盗窃行为。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社旗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⑨3

宣讲酒驾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