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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最能代表这令人难忘的一年，相

信“ 口罩”一定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疫情发生

以来，口罩一跃成为人们生活和出行的必需品，一时间供不应求、

“ 一罩难求”。而在这种背景下却也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部分假

冒伪劣的“ 假口罩”流入市场。这些“ 假口罩”质量十分堪忧，对病毒

的隔离效果甚微，为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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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案

今年以来， 信州公安始终坚持深挖打击疫情防控期间销售假

冒伪劣防疫用品违法犯罪行为， 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日

前，信州公安治安大队缜密侦破、深挖线索，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

冒伪劣

KN95

口罩案，先后捣毁制售假冒

KN95

口罩的窝点

2

个，

查获假

KN95

口罩

30

万只，查获大型制假生产线

4

条，缴获赃物

总估价达

300

余万元。

今年

6

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信州公

安治安大队接到案件线索称， 有人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肆制造

并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牟取暴利，给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工作造成重

大影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治安大队闻讯而

动，连夜协同有关部门对涉案口罩进行查验，并委托专门机构对该

批次口罩进行现场抽样检验，检验结果均为不合格。随着案件调查

的深入， 民警发现该批次口罩均出自一个名为段某某的男子所经

营的工厂。

民警跨赣皖浙制止假冒伪劣口罩流入市场

立足于此，治安大队迅速展开调查研判，在信息化合成作战

中心的协助下，初步查明了段某某藏匿于安徽省某地进行制假

售假的犯罪事实。 民警随即奔赴安徽省 ，联合当地警方突袭段

某某位于安徽省某地的工厂车间 ，成功将其当场抓获 ，并在现

场查获大量即将流入市场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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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经查， 犯罪嫌疑人

段某某在疫情期间，利用自身的口罩生产资质及口罩加工厂的

便利， 生产大量技术水平不达标、 产品质量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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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罩，以次充好，冒充合格产品分别销往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并

从中非法获利。

为持续扩大战果，进一步摧毁终端生产线，打击前端销售线，

守住群众生命线。民警集中开展线索汇集，深挖研判，远赴安徽、浙

江等地搜集案件线索。随着案情的渐渐明朗，一张段某某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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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的庞大网络也清晰地呈现在民警眼前。

至此，这起地跨赣、皖、浙等多个省市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口

罩案正式告破。在信州公安的凌厉攻势下，及时制止一大批假冒伪

劣口罩流入市场，不仅助力了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更切

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 程歆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私卖公司一万元防水材料

一项目经理助理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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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公安跨省捣窝点 查获二万只假二二口罩

三轮车撞伤一岁学生逃逸 民警奋战四昼夜查获

打了一针美容针

女子左眼重伤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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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爬上彩虹桥欲轻生

消防上拱桥成功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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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 十乱 ” 整治行动 。

10

月

15

日 ，

市城管部门通过“ 巡查执法

+

监控抓拍” 的方式， 查处各类违反城市管

理相关规定的不文明行为

83

起，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罚

案例予以曝光。

乱堆乱放罚款 50 饶城一天处罚 83 起不文明行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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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家富报道：玉山县一女子

7

月

2

日到一处无任何医疗资质的整容场所被人注射

玻尿酸，导致左眼失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近日，

玉山公安在县卫健委等部门的配合下迅速侦破该

起非法行医案。

7

月

9

日， 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接到县卫

健委移交一起非法行医案件。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涂某在玉山县城以开日用百货店为幌子，暗

地里进行非法行医，且致人受伤。当民警准备依法

传唤涂某时，她已经逃之夭夭。 经查明，犯罪嫌疑

人涂某系广东省广州市人， 在玉山开了一家名为

“ 玉山县港韩轩日用百货店”的商铺，日常经营一

些美容产品等。

7

月

2

日，受害人刘丽（ 化名）经朋

友介绍，到涂某店里让涂某给她整容。涂某为刘丽

注射了玻尿酸。 注射之后，刘丽开始意识模糊，感

觉左眼有液体渗入， 随后视线迷离， 直至无法视

物。涂某见发生了安全事故，赶紧将刘丽送往县人

民医院救治。后刘丽家属将刘丽转到上饶市、南昌

市等地的上级医院救治。得出的诊断结果为，脑血

管病、单眼（ 左）盲等症状。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

事故发生后，涂某立即潜逃。

9

月

17

日，民警通过

技术研判， 获悉涂某出现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的线索。 遂联系当地警方，请求布控协助抓捕，并

随后奔赴广州市，在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成功

将涂某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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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肖越 记者杨小军报道：近日，市公安

局经开区分局经过缜密侦查、循线追踪，仅用

24

小时成功破获一起职务侵占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

人

1

人，并追回涉案财物

17

万余元。

9

月

27

日，分局接到北京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报警称： 其公司派驻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某项目的项目经理助理唐某利用职务之便， 将公

司用于项目的价值

17

万余元的防水材料私自售

卖给他人，现在上述货物已运往湖北省武汉市。接

警后，分局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分析研

判，在掌握充分证据后，民警迅速赶赴武汉查找涉

案物品。经民警不懈努力，在武汉市蔡甸区某仓库

中找到涉案物品，并将涉案物品运送回上饶，同日

犯罪嫌疑人唐某在上饶被民警抓获。 分局在接到

报案的

24

小时之内，将犯罪分子在本地的抓捕与

对

600

公里之外涉案物品的追查扣押同步完成。

目前，分局已依法将唐某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唐某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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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林丰 记者杨小军报道：

10

月

8

日

零时，位于广丰区彩虹桥处，一女子与男友分手后

伤心欲绝，晚上又喝了很多的酒一时想不开，爬上

了彩虹桥上欲轻生。

接到报警后，广丰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出动消

防指战员到场，并迅速铺好救生气垫实施救援，轻生

女子的亲朋好友也到达现场。 经过

30

分钟劝导，仍

然没有效果，一名男子再次爬上拱桥顶端规劝，但轻

生女子还是坚持：“ 谁再过来就直接跳下去！ ”一边大

声呼喊，一边痛哭流涕，轻生女子精神出现失常，坐

在原地左摇右晃，一时间差点侧身摔下。此时消防指

战员爬上拱桥将轻生女子按住，利用绳索固定，抬下

拱桥，成功救下轻生女子。

老人坐公交被盗一一元

民警抓获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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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方石泉 汪海鸿 记者杨小军报道：近

日，婺源县公安局辖区蚺城派出所民警主动出击，

破获了一起公交车扒窃案。

9

月

22

日，婺源县城居民朱某报警称，当日

9

时，其乘坐婺源县

1

路公交车时，放置在外衣内侧

口袋中的

480

元现金被盗。接警后，辖区蚺城派出

所民警立即对被害人朱某的乘车轨迹进行了解，

并调取相关公交车视频， 在仔细查看公交车视频

后，发现当日

9

时

14

分许，乘坐在被害人身旁的

中年男子有作案可疑，但因为公交车视频不清晰，

嫌疑人男子下车后去向不明等原因， 无法固定犯

罪嫌疑人身份。为了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给被害

人有个满意的答复，办案民警始终没有放弃，根据

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特征及手法， 对近些年婺源及

周边地区的扒窃类案件进行梳理， 最终德兴籍男

子舒某林进入了民警视野。

10

月

8

日上午，办案

民警在德兴公安配合下依法传唤舒某林到案，并

对其进行讯问。在民警的强大心理攻势下，舒某林

承认了

9

月

22

日上午，在婺源县城公交车上扒窃

他人财物的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舒某林已被刑

事拘留。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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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派乱发。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水南街农贸市场

附近时，发现当事人钟文浩散发宣传单，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立即对当事人钟文浩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停止散发宣传单。 当日，市城管局共

处罚乱派乱发违法行为

1

起。

乱堆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三清山大

道时，发现当事人方华波在公共场所乱堆乱放，属违法行为。 执

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方华波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

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清理。 当日，市城管局

共处罚乱堆乱放违法行为

1

起。

乱摆乱放。 当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龙潭湖路

时，发现当事人叶彩琴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属违法行为。执法人员

立即对当事人叶彩琴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

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撤离。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摆乱

放违法行为

5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乱扔烟蒂。

10

月

15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火车站平台巡

查时，发现当事人张剑乱扔烟蒂，属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当事

人张剑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

罚，同时要求当事人将烟头拾取丢至垃圾桶内。 当日，市城管局

共处罚乱扔烟头违法行为

12

起。

乱倒污水。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庆丰路清

波苑时，发现有人随意乱倒污水，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赶

到现场对当事人郭六平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改正。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

乱倒污水违法行为

1

起。

乱停乱放。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带湖路绝味鸭

脖店门口时，发现当事人彭素珍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彭素珍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

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按规范停放要求，在非机动车停车

线内顺向停车。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63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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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电动三轮车太多了，又没有号牌，确实

难找，本来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交警能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找到肇事者，真是太感谢了！ ”

9

月

23

日下午，万年县梓埠镇老下村路段交通肇事逃逸

案受害者家属李某花来到万年交警大队梓埠中

队，将一面印有“ 辛劳为民维权益 破案神速显威

风”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

4

天

4

夜冒雨

作战、锲而不舍将肇事者抓捕归案表示感谢。

连续奋战锁定肇事逃逸车

9

月

18

日

16

时

39

分，梓埠交警中队民警

接到受害者李某花求助电话， 称其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被另一辆电动三轮车撞倒， 车上有人受

伤，而对方却驾驶车辆逃之夭夭。

警情就是命令， 梓埠交警中队长黄家春立

即带领值班人员余洁寿、吴书定，赶往

512

省道

黄桐线万年县梓埠镇老下村路段的事故现场，

伤者蔡某某（

11

岁学生）已被送往医院治疗，现

场除了一辆侧翻的电动三轮车外， 无任何有价

值的线索。

民警在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取证、 走访附近

群众时，因雨天路面湿滑、放学时间车流量大，

除了报案人提供肇事车辆的外形和颜色外，无

其他有效信息， 案情一时陷入僵局。 为尽快破

案，还伤者一个公道，梓埠交警中队立即成立以

支部副书记蔡慧盛为专案组责任人的侦破小

组，立即展开调查。

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冒雨以现场为中心向

周边辐射性排查走访；一路调取沿途公共视频。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侦破工作加大了难度，中

队所有人员放弃休息时间，连续四天查阅监控、

调查走访， 最终锁定了肇事逃逸电动三轮车踪

迹。 但由于雨天，监控视频模糊，没有肇事司机

的清晰画面，排查难度升级。

现场蹲守抓获肇事逃逸者

以车找人？ 农村地区，电动三轮车接送孩

子上下学的非常多，民警根据这一特点，将锁

定肇事车辆图片打印出来， 去学校附近路段

询查、蹲守。

9

月

22

日

16

时，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蹲

守时发现一辆无牌蓝色电动三轮车与天网视

频所显示的肇事嫌疑车高度相符。 蔡慧盛立

即对驾驶员进行盘问， 夏某保因肇事逃逸心

虚，在办案人员的强力攻势下，夏某保承认了

9

月

18

日交通肇事逃逸事件。 随后， 夏某保

被依法传唤至执法办案区审讯 ， 肇事车辆也

被扣留 。 梓埠交警中队全体人员经过

4

天

4

夜的连续奋战 ，成功侦破“

9.18

”交通肇事逃

逸案。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人：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一定要立即报警，有人员伤亡的要及时抢救，并

等候交警处理，万不可心存侥幸逃之夭夭，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肇事逃逸必被抓。

（ 董细兰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受害者送锦旗致谢 事故现场

假口罩生产设备

犯罪嫌疑人段某某指认包装好的假口罩

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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