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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白洋派出所：
“小案快破”护民生赢民心
通讯员 廖思思
小案件连着大民生，关系着千家万户。群众的每一
件“小事”，都是派出所的“大事”，武义县公安局白洋派出
所从案件着手，探索小案快侦快破机制，打造小案可防的
民生警务品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视频共享 织好村级监控网
白洋派出所坚持以创新警务合作机制为抓手，充分
发挥视频监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深化与村
级自治组织的资源共享，
全力打造辖区
“平安共同体”。
为解决社会监控利用度不高的问题，白洋派出所在
原有治安监控探头的基础上，统筹整合社会面监控，将辖
区内村级监控探头终端接入派出所合成作战室，由专业
监控员配合进行视频巡查，便于合成研判，全面提升社会
治安掌控力。
据统计，白洋派出所辖区内目前已接入 3285 个社会
面监控探头，实现村级监控网全覆盖，对案件侦查和治安
防控起了重要作用。监控员凭借专业的素养和丰富的实
战经验，真正让村级监控网实效化运转，2018 年以来，白
洋 派 出 所 警 务 类 接 处 警 4609 起 ，同 比 2017 年 下 降
13.8%，发案 495 起，同比 2017 年下降 14.4%，有效地降
低了辖区内的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
今年 4 月，武义县高铁北站附近村民胡某的电动车
被盗，周边没有治安监控探头。民警借助附近王大路村

的村级监控探头，接警后立刻锁定嫌疑人，实现 1 小时快
速破案。据统计，借助监控网的优势，白洋派出所辖区内
案件破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
破案速度也直线上升。

小案可防 乡音宣传筑高墙
“真的太险了，要不是你们，我的钱就被骗走了！”在
武义打工的罗某，对着“乡音宣传队”老涂和白洋派出所
民警叶君行，
连连道谢。
6 月 26 日，白洋派出所接到金华市反诈中心指令，居
住在白洋辖区的贵州籍外来人罗某正在被人实施诈骗。
诈骗人员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并通过
QQ 号向其发送假的警官证以及一份协查函，要求罗某
发送其相关单位、银行卡等信息以证清白。
接到指令后，白洋派出所叶君行通过电话联系罗某
亮明自己身份后，劝阻他不要向对方汇款。但罗某对之
前电话中的“长沙警官”深信不疑，已经准备去银行汇
款，并不理会叶君行的劝告。防范冒充公检法诈骗，拼
的是信任度，民警立刻联系“乡音宣传队”的贵州同乡老
涂，让老涂用家乡方言劝阻，最终取得罗某的信任，成功
拦截其汇款，止损 8600 余元，避免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的发生。
像这样成功的例子，在白洋辖区不止一个。由各地
外来人员组成的“乡音宣传队”成立以来，志愿者们在辖
区内常态化向老乡进行禁毒、反诈、防骗等宣传，辖区民
警也通过每月警情通报会、集中技能培训等，全面提升志
愿者防范意识和能力。一些防范技巧在乡亲们之间口口

相传，
防范高墙也层层高筑。

青春战舰 驶出白洋超速度
“我们办案子，有个秘密武器！”刚从警 1 年的新警叶
童说，
“接警后若符合条件，我们会立即启动合成作战机
制，通过‘白洋战舰’实时共享信息，接警员、监控员、民警
无缝对接，
民警在赶赴案发现场路上就能马上掌握信息。
”
他说的“白洋战舰”，是白洋派出所的一个刑侦工作
群，成员都是刑侦线各岗位的骨干，以“云上作战”的方式
将各方资源快速整合，确保一线侦查员不遗漏每一条重
要线索。这也就意味着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专
业的研判团队在跟进，无论是新民警还是老民警，在这套
“小案快破”机制的运作下，都可以迅速锁定目标，快速侦
破案件。
2018 年 10 月份的一个凌晨，王女士的早餐摊被一
小年青抢劫，民警接警后，迅速启动“白洋战舰”，在赶赴
现场时，通过后台提供的信息支撑，在案发地周边调查走
访收集线索，经过 3 个多小时的侦查，迅速锁定嫌疑人踪
迹，
并成功抓获。
“白洋战舰”模式为基层刑侦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成功
道路，刑侦骨干在机制下通过“微课堂”实现老带新，贡献
实战技术，培养了不少青年力量。近两年，白洋派出所 1
名民警获金华市公安机关信息化实战应用比武个人第一
名，4 名青年民警代表武义县公安局参赛获 2018 年金华
市公安机关信息化实战应用比武团体第一名，展现了突
出的团队作战综合实力。

■新闻速读

民警辅警
献热血
8 月 2 日，东阳市
公 安 局 组 织 50 余 名
民警、辅警前往医院
参加献血。高温酷暑
天气，随着医院用血
量的增多，连日来，东
阳市公安局共有 300
余名民警、辅警参加
了无偿献血活动。
蔡伟华 摄

兰溪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播报：为全面推进队伍正
规化建设，该大队坚持“队伍至上，抓队伍就是最好的
抓业务”理念，坚持红色治警、提高队伍免疫力，坚持
黄色育警、
增强队伍执行力，坚持绿色惠警、
提升队伍
战斗力，促使公安队伍不断向“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目标迈进，用实际行动提高群众
满意度。
东阳市公安局虎鹿派出所播报：今年以来，该所
主动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为抓手，深化改革创新，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推出了“即时登记”
“便民服务”
“文化交流”三大举措全面提升外商服务站管理服务
水平，为外国人前来经商、旅游、就业创造更好环境。
今年以来，外商服务站共登记来自全世界 21 个国家
的外商 1865 人次，提供便民服务 50 余人次，开展文化
活动 6 场次。
武义县公安局桃溪派出所播报：为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和
“红色示范所队”双创进度，该所创新工作方法，制定
了完善后勤保障、建立每周例会制度、形成群防群治
新机能三项工作机制，
进一步巩固基层基础工作。

（上接 9 版）

四起典型案例：
1. 东阳市公安局破获“斟茶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
2019 年 4 月 11 日，东阳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在工作
中发现：有一网名为“八点半茶商”的人在微信上公开贩
卖公民个人信息。该局通过循线深挖，摸清了借“斟茶
社”卖茶名义，实则贩卖侵犯公民信息的中间商汪某
冬。之后，通过该人扩线深挖发现，该案侵犯公民信息
数据源头广，交易数据量庞大，贩卖的信息涉及各种公
民信息，贩卖信息源头直指多个行业内部人员。
经查，犯罪嫌疑人通过多种网络聊天软件贩卖户
籍、名下车辆档案、名下手机号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并
从中获利。一些并不直接掌握公民信息的中间商通过
向下接单、向上购买，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5 月 8 日，东阳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山东、安
徽、四川、云南、宁夏及本省，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人，
涉案金额高达 500 余万元，涉及公民个人信息 30 余万
条。
2. 磐安县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
2018 年 12 月份，磐安县公安局接到上级通报，该县
一网民在网上购买气枪配件。磐安县公安局立即组成
工作专班，全力侦查并成功锁定了贩卖铅弹的主要犯罪

嫌疑人杨某。
2019 年 1 月 10 日，磐安警方在湖南省道县抓获嫌
疑人，当场缴获铅弹模具一套及气枪铅弹 1017 发。经
查，在 2016 至 2019 年 1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杨某利用网
络即时聊天工具从网络上购买气枪铅弹模具，并制造气
枪铅弹。之后，以贩卖铅坠的名义将铅弹混装在大米
里，以快递方式寄给买家，共计贩卖铅弹 30 余起，贩卖铅
弹 10000 余发。
通过后续扩线侦查，磐安警方先后在浙江安吉、河
南滑县、湖北安陆、山东乐陵等地相继抓获彭某、杨某、
徐某、赵某、樊某等 5 名犯罪嫌疑人，收缴气枪 6 支，铅弹
2983 发，铅弹模具一套。目前，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弹
药，
6 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金东公安分局破获特大
“虚拟货币”
诈骗案
2018 年 12 月 25 日，金东公安分局接到受害人黄某
报案称，其经人介绍到某“Akoex”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进
行虚拟货币交易。在当日凌晨，2 分钟内遭遇 94%的断
崖式暴跌，投入 36 万，损失了近 35 万元。该局接案后迅
速启动重特大案件侦查机制，在半个月内迅速摸清了犯
罪团伙的主要架构、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查清了
全国受诈骗人数 1000 余人、涉案金额超过 7000 余万
元。
2019 年 1 月 22 日，在金华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金
东分局、永康市局共抽调 80 余名警力，在西安、武汉、广

州、江西、内蒙古等地 7 个诈骗窝点同时开展行动，一举
抓获了以王某乐、杨某龙、梁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成员 60
余人，冻结涉案资金 5000 余万元、扣押赃车 7 辆、作案手
机百余部。
之后，对该犯罪团伙进行了深挖侦查，进一步查明
了该犯罪团伙利用“AkoEX”
“Bueex”
“Ecoin”
“3iex”
等 4 个虚拟货币诈骗平台实施诈骗，金额超过 8000 余万
元。目前，该案 145 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其中 95
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4. 义乌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网约绑架抢劫案
网约犯罪发端于网络，互相不相识人员通过网络社
交平台勾联，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并相约实施暴力刑事
犯罪。此类新型犯罪严重影响了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2019 年 5 月 12 日，金华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工作中
发现：义乌陈某、绍兴潘某、贵州刘某林等三人在网上勾
联，准备窜至义乌对事先物色好的目标实施绑架抢劫。
5 月 13 日，网安支队将线索通报义乌市公安局，该局立
即开展全方位实时跟踪，并迅速查清了三名嫌疑人的活
动轨迹。5 月 14 日，义乌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潘
某、刘某林、陈某，并缴获了假发、鸭舌帽、口罩、匕首等
作案工具。经审讯，陈某等人对预谋实施绑架劫取财物
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