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案工具“蜘蛛侠”衣物

本报讯 方石泉 记者杨小军报道：近日，婺源

清华镇里村一老人洪某进了趟超市， 发现自己身

上

1600

元不见了，就着急报警求助。 后在民警细

心寻找下，原来钱竟是老人放错了口袋。

10

月

19

日， 婺源县清华镇里村村民洪某报

警，其在清华新街某超市购买大蒜时，自己身上的

1600

元遗忘在超市柜台不见了，请求民警帮助寻

找。 接到报警后， 辖区清华派出民警随即到达现

场，发现报警人洪某已经离开超市。民警立即电话

联系报警人，了解到洪某正在家中。因洪某年事已

高，没有固定收入，

1600

元对其来说是一笔巨款，

回到家中越想越郁闷，感觉钱找不回来，已经有了

轻生的想法。民警在电话里耐心劝解，安抚老人情

绪，才使洪某慢慢冷静下来，表示愿意来到现场配

合民警。同时民警展开对现场的调查和走访。可在

调查中，民警碰到了棘手的问题，超市监控硬盘损

坏，监控没有存档。于是民警只好继续展开外围调

查。 此时，洪某赶来了现场。 在帮助老人回忆的过

程中，民警发现

1600

元已被老人从裤袋内袋移到

了其腰带上方，一分不少都在其裤袋内。

男子多次殴打前妻

被行政拘留

“上饶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吴光辉：扶贫显真情

“蜘蛛侠”持刀入室抢劫 民警奋战十小时擒获

女子跳河欲轻生

民警联合蓝天救援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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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1600元不见报警

原是自己放错了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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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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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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起，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罚

案例予以曝光。

乱挂乱晒罚款 50 饶城一天处罚 94 起不文明行为

94

民房杂物间突然起火

消防快速将其扑灭

50

乱挂乱晒。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凤凰大道

时，发现当事人杨丽在公共场所乱挂乱晒，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对当事人杨丽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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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乱晒违法行为

7

起。

乱停乱放。 当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上饶大道

时，发现当事人刘英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对当事人刘英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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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起。

乱堆乱放。 当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信州区凤凰大道

时，发现当事人彭朋占用人行道乱堆物料，属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

即对当事人彭朋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

政处罚，同时，责令其整改。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堆乱放违法行

为

2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见习记者 任晓莉 文

/

图）

乱扔烟蒂。

10

月

22

日，市城管局执法人员在火车站平台巡

查时，发现当事人占丰锋扔烟蒂，属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当事

人占丰锋进行批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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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拾取丢至垃圾桶内。 当日，市城管局

共处罚乱扔烟蒂违法行为

11

起。

乱扔垃圾。 当日，接民主村工作人员举报，经城管执法人员

查实，当事人毛菁乱扔垃圾，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毛

菁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对毛菁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

罚，同时要求当事人立即整改。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扔垃圾

违法行为

2

起。

乱倒污水。 当日，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通过视频巡查至信

州区庆丰路时发现有人乱倒污水， 属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

即赶到现场对当事人曾庆福进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

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 当日， 市城管局共处罚乱倒污水违

法行为

3

起。

16

“ 作为一名青年干部，能够投身

到脱贫攻坚一线，为乡村发展贡献微

薄之力，自己无疑是幸运的。 ”上饶市

人社局派驻余干县杨埠镇甘泉村第

一书记吴光辉发自内心地说道。正因

为吴光辉的辛勤付出，上个月他获全

市

2019

年度“ 优秀扶贫干部”荣誉，

今年

5

月他还获得了“ 上饶青年五四

奖章”。

热心为村民办小事实事

“ 当初看他这么个小小后生，来

到我们村里也只是过过套而已，做不

了啥实事。可是，后来和他接触后，发

现他能干着哩，看到我家养的大鸡小

鸡在家里、院子里乱飞乱跑，他连夜

赶到自己弟弟家里帮我带了三块大

板材， 给鸡仔们圈了个它们自己的

‘ 家’，我弟媳因癌去世，也是小吴帮

着跑东跑西，把医药费给我们报销了

……点点滴滴小事，对我们来讲倍感

温暖和亲切，现在他就像我的兄弟一

样。 ”汪全新，甘泉村大源组村民，今

年

57

岁了，在他心里，吴光辉是比他

亲兄弟还亲的弟弟。

“ 现在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一名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大三学生了，未

来打算继续读研，再用所学的医学知

识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一名

‘ 救死扶伤’的好大夫。吴大哥当初为

了让我能无后顾之忧地上大学，主动

帮我收集准备助学金各项材料，争取

各项优惠政策， 现在加上奖学金，学

校一共给我发了

1

万多元的钱了，之

前舍不得买的书、 舍不得吃的东西，

偶尔我也可以‘ 大方一点’了。 ”来自

甘泉村的彭阿建感激地说道。

为了进一步提高甘泉村贫困人

员素质， 他默默地帮助

11

名贫困户

申请雨露计划补助

17000

元，为

9

名

残疾贫困户足不出户办理领取残疾

证，在口罩最吃紧的时候，主动对接

口罩捐赠事宜……他的身影一遍又

一遍出现在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做成

了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实事。

甘泉村以前是一个开着导航都

找不到进村的路，

2018

年底，通过多

方协调，吴光辉帮助甘泉村争取到帮

扶资金

200

万元， 新建了

1700

米出

村水泥路和拓宽了

2200

米出村主干

道，现在进出都是

7

米宽的路基

5

米

宽的路面，再也没有了坑坑洼洼。

“ 我们村贫困户总共有

126

户，

算是贫困户户数多的村子了，自光辉

到我们村来，他每每利用晚饭空余时

间进村走访每家每户， 详细记录了

126

户贫困户的家庭基本情况，认真

调查了村民收入来源、 人口状况、年

龄结构等基本信息，为我们制定帮扶

计划、落实帮扶政策，掌握第一手资

料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他真心不

错！”一说起吴光辉，村书记彭军荣连

连称赞。

产业扶贫助力村民脱贫

产业旺则增收“ 旺”，做大做强扶

贫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驻村扶贫须做好服务群众的小事，更

要谋划群众增收的大事。

“ 今年果园处于试果期，预计产

量

1

万斤，收入

2.5

万元 ，明年脐橙

进入丰产期，预计单株产量为

80

斤，

总产量

28.8

万斤， 每亩纯收入约为

6000

元，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超过

70

万元。 ” 彭军荣前方一片茂盛果

林，在阳光映射下，影影绰绰。

2018

年，吴光辉通过前期走访，

与村两委商定提升扶贫产业脐橙种

植果园基础设施建设，向帮扶单位上

饶市人社局申请市级现代农业专项

（ 一村一品） 资金

30

万元， 建成了

700

米水泥主干道，形成一条贯穿果

园的机耕道，彻底改变果园道路难行

的问题，为果园

120

余亩的农产品提

质增效奠定良好基础。

2019

年，彭军荣在县内外充分考

察后，决定发展泥鳅养殖业，在养殖基

地碰到水源难题时， 吴光辉第一时间

向水利部门争取项目资金

21

万元，不

到

1

个星期一口

300

米深水井就为基

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洁净水。

“ 发展泥鳅产业，水的来源很重

要，之前我们村的生产用水大都取至

水塘，水塘的水每逢夏季就会出现干

涸，往往导致需水季‘ 青黄不接’。 现

在有了这口井， 发展泥鳅养殖业，增

加村民收入， 提高村集体经济水平，

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的盼头

了……”彭军荣很欣慰。

（钱云英 记者程家富 文

/

图）

本报讯 张品龙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0

月

20

日，饶城一女子因家庭琐事与丈夫发生口角，一时

想不开，便跳信江河轻生。 紧急关头，信州公安民

警和蓝天救援队跳入河中，将女子成功解救。

当日早上

7

时

14

分，信州公安分局广场警务

站接群众报警称， 在滨江东路农业银行对面河边

处，有一名女子在河边要跳河轻生。

广场警务站民警接警后立即带队赶至现场，

发现该名女子下半身已落在水中。 民警立即与蓝

天救援队联系前来支援，女子已远离岸边已

10

米

之远，当时河水已经蔓延到女子的胸口位置，稍有

不慎就有溺水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来增

援的蓝天救援队，带上救生器材，跳入水中实施救

援。 通过

10

分钟的共同努力，民警协助蓝天救援

队一同将该名女子成功解救上岸。

经了解， 当日该名女子因家庭琐事与丈夫发

生口角，一时想不开，独自一人来到信江河边，一

时的冲动致使该名女子跳河轻生来解决心中的气

愤。民警对其进行了耐心劝导，让她不要拿自己的

生命做赌注， 同时民警也批评了女子的丈夫对家

庭不负责的行为，经民警的一番批评教育，两夫妻

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民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女子被成功救起

本报讯 吕荣飞 记者 杨小军报道：近日，玉山

民警快速出击查处一起殴打他人案， 果断将殴打

前妻的男子拘留。

10

月

8

日

19

时， 玉山县冰溪派出所接到邱

燕（ 化名）报警称，其前夫殴打她。 民警立即出警，

将违法行为人刘某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

查。“ 她是我‘ 老婆’，我就是看不惯她叫别的男人

到家里打麻将，所以就骂了她打了她。 ”刘某对自

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明，邱燕和刘某早在

5

年前就已经离婚，

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外工作。 而

邱燕与刘某虽然离了婚， 却一直共同居住生活在

一起。 案发当天傍晚，刘某从外面回到小区，有人

告诉他， 又有人在他家和他前妻打麻将。 刘某大

怒，冲进家中，对着正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的邱燕破

口大骂，邱燕不搭理他，刘某更加恼怒，对着她挥

拳就打，导致邱燕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

“ 妈妈经常在家挨打，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害

怕妈妈会出事。 我们要求警官用最严厉的措施处

罚他（ 刘某） ，一定要拘留他！ ”民警联系到他们的

子女，其子女一致要求严惩父亲。 目前，违法行为

人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本报讯 谢林丰 记者杨小军报道 ：

10

月

19

日，上饶开发区前山综合市场对面一民房突然着

火，

7

楼浓烟滚滚，一团巨大的黑烟在房间上面徘

徊。 现场火焰剧烈燃烧，房间内部温度持续上升，

是否有人员被困情况暂时不详。

119

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 迅速调派消

防指战员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指挥员立即下达命

令，首先疏散附近群众，而后快速布置火场外围警

戒。 经过现场勘察火情，现场无人员被困，房间内

浓烟滚滚。消防救援队员对火势发起总攻，消防救

援队员利用水枪，快速将火势扑灭，并对房间内部

进行检查，确认无复燃迹象后返回。

上饶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群众， 冬季是火

灾高发期，希望广大居民不要在房间内堆积杂物，

防止出现火灾事故。

吴光辉（中）为村民讲解扶贫政策

10

月

13

日，凌晨

0

时，夜深人静，

万籁俱寂。玉山县城某小区的单元楼的

外墙上，惊现一名“ 蜘蛛侠”！ 他用绳

子垂吊， 从一户人家的窗户翻越进去。

当日下午，玉山公安用时不到

16

小时，

通过缜密侦查、不懈追踪，在广信区公

安局的大力协助下， 擒获“

2020.10.13

”

重大持刀入室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潘

某。当民警将嫌疑人的身份告知受害人

时，受害人震惊得难以置信。

凌晨

0

时接到报警

有人翻窗进家蒙面抢劫

10

月

13

日

0

时

30

分， 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报警电话急促响起，电话

里，值班民警听到报案女子声音非常

惊恐，说有人到她家蒙面抢劫。 民警

火速赶到现场，报警女子神色才稍有

好转，向民警讲述了她遭受犯罪嫌疑

人侵害的可怕过程。

报警人说，案发当时，她正在家中

的卧室睡觉，突然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惊醒，借助窗外透进的微弱光亮，她看

见房间里有人！丈夫前两天已经出门去

外地了，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回家的。 于

是，她惊恐大叫，问是谁，刚一问，那人

就冲过来捂住她的嘴， 她用力反抗，双

方开始搏斗。 在搏斗过程中，她发现那

人穿着“ 蜘蛛侠”的衣服，头上套着面

罩，手上还握着一把水果刀。搏斗中，她

被水果刀刺伤了。 大概十几分钟后，她

筋疲力尽，那人乘机拉开她家的大门逃

走了。 她赶紧报警。

这是一起恶性的持刀入室抢劫

案。 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接到报告，

立即坐镇指挥， 启动大要案侦破机

制，连夜展开案件侦破工作。

通过有条不紊、卓有成效的现场

勘查、视频追踪，到了早上

8

时，办案

民警准确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发现了其逃跑轨迹。 据侦查，“ 蜘蛛

侠”系广信区人潘某，其作案后驾车

从玉山逃窜， 一路往广信区方向而

去，最后进了广信区的一个小区。

组织警力蹲点守候

窃贼原是报警女亲妹夫

玉山公安民警立即组织精干警力

前往追击抓捕， 在广信区公安局的大

力协助下，通过蹲点守候，于当天下午

4

时许，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至此，

从接到报案到擒获“ 蜘蛛侠”，用时不

到

16

小时，玉山公安成功侦破该起恶

性蒙面持刀入室抢劫案。

“ 我原来帮助过他们家，现在他

们家生活比我过得好，我恨他们！ ”犯

罪嫌疑人潘某说起作案动机，让审讯

民警大跌眼镜。

据犯罪嫌疑人潘某交代，他与受

害人是亲戚关系，是报警女子的亲妹

夫。潘某供述，几年前，他们两家关系

不错， 受害人和她丈夫创业做生意，

他出了很大的力。 但这两年，潘某自

己的生意惨淡，不得已改行去做水电

工， 而受害人家的生意越做越好，赚

了不少钱，这让他非常嫉妒。 特别是

前几天到受害人家里玩，潘某看到他

们把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当时就产生

了要“ 搞”他们的想法，于是暗暗留意

周边的环境， 当得知报警人的丈夫

（ 其连襟）马上要出门去外地的信息，

更加坚定了他“ 搞他们”的念头。

那天从受害人家回去之后，潘某就

开始筹备作案， 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套

“ 蜘蛛侠”形象的衣服，备好了胶布、胶

带、刀子等作案工具。

10

月

12

日晚，他

开车从广信区出发，在受害人居住的单

元楼下面等到次日凌晨

0

时许， 拿着

“ 蜘蛛侠”衣服等作案工具来到楼道处，

换好装之后，从三楼楼道小平台翻进受

害人的家中， 先在客厅翻找了一圈，没

发现有值钱的东西。因为知道受害人的

丈夫不在家，他竟然肆无忌惮地闯进受

害人的卧室， 结果被受害人发现了，于

是性质变了，盗窃转为抢劫。

受害人心悸之后，感于民警破案

神勇，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刑

警大队以表谢意。

（吕荣飞 万红 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犯罪嫌疑人潘某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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