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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庆伟 记者杨小军报道： 利用自己或收购

的银行卡， 为诈骗资金中转分流， 这一行为被称为“ 跑

分”。 近日，德兴公安持续深挖摸排奔赴江西、浙江等地，

历时

5

个月， 成功捣毁一洗钱跑分团伙， 抓获涉案成员

16

人，核查涉案流水达

3500

余万元。

据介绍，今年年初，德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反诈中队

在对下发的“ 两卡线索”进行分析研判时，发现德兴市某

乡镇有多人名下银行卡交易数额巨大， 且单张银行卡的

流水金额就超过百万。 该信息立即引起了该刑警大队领

导的高度重视， 多次组织反诈中队民警对涉案人员进行

重点分析、研判，随着摸排逐渐深入，民警很快锁定了在

德兴市某乡镇存在一伙专门从事洗钱活动的犯罪团伙。

今年

1

月底，在德兴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刑

警大队、情报大队、辖区派出所等部门联手出击，实施抓

捕行动，一举抓获郑某等

5

名犯罪嫌疑人。

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他们在

互联网上收取虚拟货币， 再通过诈骗团伙搭建的虚假交

易平台来倒卖虚拟货币，从而帮助诈骗团伙洗钱。为弄清

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严厉打击该犯罪团伙的上下游

犯罪成员，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深挖，一个帮助

电信网络犯罪洗钱、走账的跑分团伙浮出水面。

经查，该团伙成员基本是以人带人、亲戚朋友相互介

绍的方式来扩大组织规模， 其上线老板长期在浙江省衢

州市活动，在龙游县有作案窝点。 得此信息后，反诈中队

民警立即对拓展人员进行了深度研判， 并于

2

月中旬前

往龙游县进行抓捕。 因该犯罪团伙警惕性极强， 活动位

置、居住场所不固定，踪迹难寻，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经过数天的摸排走访、连夜蹲守，最终将该团伙

中的

3

名主要成员抓获归案。

通过

3

名主犯的交代，在后期的深挖彻查中，又陆续抓

获团伙成员

4

名， 另有

2

名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主动投案

自首，并如实供述了组织近

20

人前往龙游县实施洗钱活动

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出其

2

名上线的活动地点。民警通过

缜密摸排，于近日将

2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至此，该团

伙的主要成员均已到案，该洗钱跑分团伙被成功捣毁。

目前，

16

名犯罪嫌疑人中，

4

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其余

12

人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深挖中。

小货车起火

消防人员紧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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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建云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25

日，

广信区旭日北大道消防救援站接到支队调派

称，在该区枫林头镇下许村有一辆小货车起火，

无人员被困 ，大队接警后调派

1

个消防站 、

1

个

专职队 ， 共

3

辆消防车 、

18

名消防救援人员前

往处置。

消防站到场后经侦查发现： 现场为小货车车

头起火，无人员被困，现场明火已熄灭，消防站立

即对货车进行冷却降温。为防止发生复燃，消防救

援人员对货车车箱进行了细致检查， 确认无复燃

迹象后，为确保道路通畅，消防救援人员合力将小

货车推至前方道路宽敞处；随后，消防站收整器材

撤离现场。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夏天开车不宜开太久，车

子要定期保养检查，遇到火情，不要慌张，立即拨

打

119

。

消防对货车进行冷却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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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俊涛 朱晋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20

日

下午， 一位老人代表家人将一面写着“ 交警显神

威、公正为人民”的锦旗，送到了铅山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三组民警手中， 对办案民警

神速破案、抓获交通肇事逃逸者表示感谢。

据悉，

5

月

12

日

16

时

40

分， 该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事故中队接到指挥中心转警， 称有一辆三

轮电动车被不明车辆撞倒后， 肇事车辆逃离了现

场，而三轮车驾驶人受伤严重。 接警后，事故中队

高度重视， 在勘察完现场后通过公共视频设备发

现逃逸车辆为一辆无牌三轮电动车。 由于无法通

过人脸识别及车牌号查询交通肇事逃逸者， 增加

了破案难度。 事故中队三组民警利用晚上休息时

间，通过三轮车骑行路线一路排查和走访，最终找

到了肇事车辆，并将肇事车辆依法扣留，将肇事者

抓获。肇事者到案后，对自己当日交通肇事后逃逸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及时侦破肇事逃逸案

受害者家属送锦旗致谢

公司大量铝锭铜线被盗

员工监守自盗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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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近期，余干一公司

大量物品被盗，警方迅速出动，并成功破案，原来

盗窃嫌疑人竟然是公司的一名员工。

据介绍，今年

5

月以来，江西某轮毂制造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公司的铝锭、铜线等物品

被盗。 接到报案后，该县公安局黄金埠派出所立

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

5

月

15

日

21

时，民警发

现机修班职工汪某某在上夜班时， 无故从车间

出来到公司生活区，而本是体型偏瘦的汪某某，

穿着工服时却是衣服鼓鼓的，行迹非常可疑。

5

月

16

日 ，黄金埠派出所民警赶到公司 ，了解到

汪某某于

16

日下班后将会离开公司回到贵溪

家里。 为了固定证据，派出所民警立即传唤汪某

某，并让汪某某打开了其个人小汽车后备箱，民

警成功在车辆后备箱中当场查获其盗窃的铝

锭、铜线等物品。 经查，汪某某盗窃次数达

20

余

次。 目前，汪某某已被余干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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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光标 记者杨小军报道： 借住“ 闺

蜜”家，不曾想自己的一只价值不菲的黄金手镯却

被“ 闺蜜”惦记。广丰区公安局近日通过缜密侦查，

成功侦破一起熟人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

追回被盗黄金手镯

1

只。

5

月

19

日

20

时许， 该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接

群众报警称， 其借住在朋友周某某位于王洋大市

场家中的房间内， 一只价值

1.8

万余元的黄金手

镯被盗。 接警后， 值班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侦

查。经现场侦查，发现门锁完好，室内无翻动痕迹，

值班民警分析犯罪嫌疑人目标很明确， 对家里物

品存放较熟悉，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通过询问同

居住人员，均否认盗窃黄金手镯。刑警大队通过采

用相关技术手段，发现周某某于

19

日上午到一金

店出售黄金手镯， 经比对受害人提供的黄金手镯

照片和金店登记的照片，两者高度一致。 据此，办

案民警锁定周某某有重大盗窃嫌疑。 在办案民警

的强大心理攻势下， 周某某于

20

日主动投案，并

对盗窃一事供认不讳。

据嫌疑人周某某供述：其为受害人的朋友，由

于沾染不良喜好而欠下大量外债， 而最近一段时

间债主催得比较急，刚好被害人借住在其家中，看

到被害人的房间内放有一只黄金手镯后心生歹

念， 趁受害人不在家时将黄金手镯盗出后拿到金

店变卖。

价值一万余元黄金手镯被盗

竟是“闺蜜”行窃

1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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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至

5

月中旬的

1

个月时间里，婺源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在做好封控值守工作的同时，把关系民生的“ 小

案”侦防工作作为警务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梳理涉

及民生的“ 小案”，除小患防大乱，积小安为大安，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满意。据统计，一个月时

间，该刑警大队共破获各类民生小案

30

多起，大案较去年

同期下降近三成。破获侵财犯罪案件

22

起，捣毁各类侵财

团伙

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名，为群众挽回损失

30

余

万元。

扭转思想 警力跟着民意走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警力、经费等因素制约，一

些案值较小、社会关注度不高的小案件往往得不到足够重

视。部分民警片面认为侦办大要案立功、提拔、扬名的机会

相对多，而小偷小摸、鸡毛蒜皮的小案，劳民伤财，没有工

作价值。 还有的部分民警认为小案件案小成本大，得不偿

失。其实，按发案的比值来看，这些占案子总量

80%

的小案

子，虽然案值不大，但件件关乎民生，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

的心情和安全感。如果长期不破，就会使百姓缺少安全感，

社会缺少和谐感。

5

月

4

日、

5

日，婺源县接连发生多起店门被撬盗窃案

件。此时，正是婺源第二波疫情实施静态管理期间，刑警大

队的大部分警力都在封控点上值守， 该系列案件的发生，

刑警大队民警在利用抗疫执勤休息间隙对案件进行侦查，

很快锁定了有多次盗窃前科的男子程某强。

5

月

11

日，民

警将再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程某强抓获，并将追回的被盗

黄金项链、现金和购物卡等部分赃物返还给失主。

对此，报案人胡先生感激不尽，激动地说：“ 被盗后心

情非常焦急并气愤，随即报案，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十分

负责任，把我蒙受的损失全部追回。 他们这种认真、严谨、

执着的工作作风深深感动了我。”事后，刑警大队相关办案

民警表示，“ 我们就是要把‘ 小案’当成大事去办，改变以往

的‘ 盯大案，放小案’的思想，让更多的警力跟着民意走。 ”

双向并重 提升群众满意度

“ 小案牵大案，小案连民心。 对侵害群众来讲，大案是

危害，小案也是一种危害，只是危害的程度和可受的程度

不同而已。”该刑警大队大队长陈小毛介绍，关注民生体现

在破案上，就是要树立破大案和破小案并重的理念，既要

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侦破力度，也要切实重视事关广大

群众切身利益的小案，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4

月

25

日

8

时许， 婺源县城某共享单车公司老板报

警称：其公司有

1

辆共享单车超出限制区域，目前定位在

秋口王村，怀疑被偷。接警后，刑警大队和辖区民警根据定

位信息找到该单车，同时在现场又发现另外两辆单车。 后

经工作，民警在秋口王村石门抓获嫌疑人俞某元，并经审

讯俞某元承认盗窃共享单车的犯罪事实。 没想到，一案带

破

3

起案件，追回

3

辆单车。对此，该共享单车公司老板十

分满意。

据该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江琦介绍：“ 这一月来，大队以

践行民意主导警务理念，强化打击犯罪、安全防范和服务

群众工作，先后破获各类案件

30

多起，其中，大要案件

2

起，盗窃手机、电动车等小的案件占到侵财案件的

70%

，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得到提升。 ”

以小灭大 大案少了三成多

小区内电动车接连被盗， 沿街商铺物品不翼而飞，货

车电瓶也多次被盗……这一系列关乎百姓利益的“ 小案”，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曾让婺源的百姓谈贼色变。如今，这样

的现象几乎看不到了。

今年

4

月以来，该刑警大队通过严把小案受理、立案

关，规范小案的接警、勘查、立案、录入、证据、追赃等工作

流程，强化打击入室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专业队伍的力

量，通过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探索建立打击“ 小案”

的长效工作机制。 该刑警大队分成三个中队，按照派出所

进行划分，这样每个派出所都对应相应的中队，在一定程

度上，就可以将这些小案、大案平均分到不同的中队，形成

了人人有任务，人人办小案的机制。

4

月

30

日，秋口镇里源村村民报警称，秋口通往里源

村的乡道旁，因扩宽道路临时被拆卸的价值

6000

余元的护

栏铁条被盗。案发后，该刑警大队会同辖区派出所立即组织

民警赶往现场，通过大量视频调取、走访调查，确定了一辆

可疑货车，同时锁定了

1

名嫌疑人的身份。

5

月

2

日，婺源

县突发疫情，但民警并未放弃对案件的侦办，

3

名嫌疑人的

身份很快都被确认。

5

月

10

日晚，在网安、辖区段莘派出所

的大力支持下，该案

3

名嫌疑人被悉数抓获归案。

5

月

5

日， 该县工业园区高速公路三省互通高速詹天

佑纪念馆内空调被盗，涉案价值

4

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该

刑警大队立即对案件展开侦查， 经侦查锁定了有多次盗窃

前科的鄱阳籍男子王某维。

5

月

7

日，该工业园区又发生一

起入室盗窃案， 民警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维。

5

月

10

日晚，婺源县疫情恢复常态化管理，大队长陈小毛立即与鄱

阳警方取得联系。

5

月

12

日，鄱阳警方将正在实施盗窃的

犯罪嫌疑人王某维抓获， 并于当日将嫌疑人王某维移交给

婺源刑警大队，使这起影响恶劣的案件得以迅速侦破。

（方石泉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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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信州区聚焦无物业小区治理组织

薄弱、居民参治意识不强、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

题，因地制宜探索无物业小区“ 微治理”，形成两

种典型的小区物业化管理模式， 有效打通城市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推动小区治理提档升级，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小区治理新格局， 让群众居住

得安心、放心、舒心。

居民自治选举业主委员

“ 过去脏乱差， 现在小区干净整洁住得很舒

心。 ”“ 余师傅是真的好，你看我们楼下的路灯就

是保安余师傅找人装的，可亮堂了。 ”提到小区环

境变化，居民沈荷花赞不绝口。 沈荷花所住的康

居小区位于东市街道茶圣中路，建成于

1999

年，

共

3

栋楼房

120

户，总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属于

拆迁安置房。 过去小区里居民随处种菜、晾晒，车

辆随意停放，管线没下地，居民们意见很大。

2019

年

12

月， 在茶圣中路社区书记黄靖的提议和牵

头组织下，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负责维护小

区安保、卫生清洁、停车等日常秩序。 小区还新划

了停车位，小区居民可免费停车，外来车辆停放

需交纳临停费， 另聘请了

2

名保安轮流值班，实

行居民自治管理。 沈荷花口中的余师傅就是业委

会聘请的两位保安之一，因为对小区居民直接负

责，所以办事效率极高，成为了维护社区秩序的

好帮手。 居民可自由选择按季度、每半年或整年

缴费， 缴费后会收到盖了业委会红章的票据回

执，资金收支情况定期在小区公示栏公示，一切

公开透明，目前小区管理费收缴率达

96%

。

以前的“ 脏乱差”不见了，居民脸上的笑意

更浓了， 茶圣中路社区书记黄靖感慨道：“ 居民

们自己管理，没有复杂的流程和模式，大家热情

不减。居民自己出钱享受自己的管理成果，很有

成就感和幸福感。 ”

专业物业公司进驻小区

“ 小区改造后，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好了。

现在小区有人管事了，还有健身休闲区供大人小

孩锻炼，这以后的日子我们过得更舒心了！ ”在小

区居住了几十年的毛大妈高兴地说。 作为全市老

旧小区改造的“ 样板”，如今东市街道的五三小区

内道路平整，墙面整洁，新增了智能道闸，黄蓝相

间的健身器材和休闲凳成为居民健身休闲的好

去处，大家对小区的新面貌满心欢喜。

过去， 小区仅靠市政保洁人员进行简单清

扫，卫生环境差，停车无秩序、四面开放管理难

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 而引入专业物业

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区委

区政府的高位推动和东市街道物管办的扶持筹

备下， 该小区于去年

12

月

10

日成立了由在职

党员、社区党员、企业代表、居民代表共同任职

的五三社区业主委员会， 齐心协力推进专业物

管公司进驻小区。今年

2

月

1

日，五三小区业委

会与华凯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生效，

意味着五三小区终于有了“ 专业管家”。

有了“ 专业管家”后，小区除了环境变化大，

精神文明面貌也焕然一新。 今年小区先后组织开

展了元宵节包汤圆、学雷锋月、反电诈宣传、义诊

等志愿服务活动，小区居民王阿姨说：“ 非常喜欢

社区开展的活动，增进了与邻居的交流，学到了

知识，也享受到了社区服务的温馨与温暖。 ”

试点小区已完成物业化

信州区现阶段正全面推进无物业小区物业

化，按照“ 一年全覆盖、两年规范化、三年大提升”

的目标，通过党建引领治理、物业公司进驻、居民

自治等多元化模式，分批次实现全区

218

个无物

业小区物业化。 对有物业小区，按照“ 一年有突

破、两年见成效、三年上档次”的目标，通过星级

评定和亮牌考核，实现有物业小区规范化。

2021

年

12

月， 信州区首轮在中心城区

5

个

街道选取武装部宿舍、三江花园二期、丰溪小区、

景山花苑、康居小区、五三小区、茶山花苑、茶山花

苑

B

区、江光小区、槠溪人家等

10

个老旧小区作

为试点对象， 同步推进无物业小区物业化管理试

点工作，初步建立了物业项目属地管理机制，即以

各街道为物业管理的责任主体，社区（ 村）为落实

主体，业主委员会为实施主体，物业服务企业为执

行主体。 目前，

10

个试点小区均已完成物业化。

在资金方面，政府设立物业管理专项资金，

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用于社区（ 村）物管员经

费、物业企业及业委会考核奖励等工作。在人员

方面，各街道物业办设置

2

名专职工作岗位，各

社区（ 村）增设

1

名物管员，同时指派对小区情

况熟的干部到社区（ 村）包干，统筹协调、积极化

解各类问题。（贺驰宇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物业公司进驻五三小区居民投票选举小区业主委员

涉案流水3500余万 民警跨省捣毁一洗钱跑分团伙

民警审讯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指认盗窃的空调

民警抓获盗窃嫌疑人

3500

1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