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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维护社会治安
不仅仅是警方的职
责，也需要广大市民
群众的参与。

鹭岛警务

民警故事

1月7日下午，同安公安分局
祥平派出所积极组织民警走进校
园，开展了一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活动主要
以观看图片展、现场讲解的形式
举行，共展出禁毒宣传图版10余
幅（上图）。民警耐心地向学生们
讲解了常见的毒品定义、种类、外
形以及吸食毒品的相关危害，以
进一步提高学生们识毒、拒毒、防
毒和禁毒意识。通过此次宣传，
让学生们懂得毒品的危害，以及
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极大的危
害，同时民警还要求学生们将禁
毒宣传知识带回家，告诉自己的
家人及身边的亲朋好友自觉远离
毒品，不参与毒品的违法犯罪。

（本栏文/图 厦公宣）

同安分局祥平派出所
进校园宣传禁毒

海沧分局新阳派出所
进企业宣传春运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海沧公
安分局新阳派出所针对辖区外来
人口多的情况，制定行动方案，强
化春运道路交通安保措施，为返乡
高潮做好充分准备，着力开展春
运安全宣传进企业活动，获得辖
区群众的一致好评。1月10日上
午，新阳派出所民警携带道路交
通宣传展板、宣传单来到辖区企
业，开展春运安全宣传进企业活
动（上图）。活动中，副所长卢洪中
现场对企业员工进行道路交通安
全教育，配以展板及精心编制的宣
传彩页和警示标语，提醒员工生命
是可贵的，杜绝侥幸心理，自觉抵
制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乘车，做
到文明出行，确保马年春节顺利。

文/东庆 玲玲
保姆偷钱户主报警，民警机智审讯，又挖出

另一条罪证。近日，筼筜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
案，追回失主全部被盗物品。

保姆交代前后自相矛盾

2013年12月30日下午，住在屿后小区的苏
先生发现钱包的钱又少了几张，这已经是他第三
次发现家里丢东西。他怀疑是家里的保姆所为，
但保姆对此坚决否认。苏先生拿起电话要报警，
保姆突然拉住他，掏出了900元钱，声称是在房间
里捡到的。苏先生十分气愤，还是选择了报警。

筼筜派出所第三警务队的民警王浩田受理
了这起案件，他首先向苏先生了解情况。苏先生
说，保姆是去年12月 21日到他家里上班的，没
想到12月23日晚上，苏先生的爱人发现丢了一
条价值7万多元的钻石项链。起初，他们以为是
自己不小心弄丢的，但随后几天家里的现金又两
次丢失，他们把怀疑的目光落在了保姆的身上。
直到2013年12月30日上午，苏先生说要报警，
保姆才拿出900元钱。

保姆李某珍是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人，今年
33岁。李某珍交代，去年12月 30日上午，她抱
着苏先生的孩子正打算去买菜，发现忘记带钱，
于是就去苏先生的衣服口袋里拿了 300元钱。
没想到，孩子将苏先生的衣服拉到地上，从口袋
里掉出了900元钱，于是她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
口袋，声称等苏先生和爱人起床后还给他们。

王浩田发现李某珍的交代自相矛盾，主动
上交900元，那么她之前拿的300元去了哪里？
追问之下，李某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承认用
那300元给自己买了衣服。

民警再接再厉追回项链

虽然民警王浩田刚到派出所工作一年多，
但细心的他发现李某珍说话时躲躲闪闪，说明
她心里有鬼，应该还有情况没交代。他以打听
的口吻问李某珍有没有看见苏先生爱人的项
链，她马上说没拿。“你是不是拿去卖了？”王浩
田问到。这时，李某珍突然顿了一下，王浩田敏
锐地捕捉到她的这个小动作，判断项链也应该
在她手上。审讯工作从晚上 11点持续到第二
天凌晨6点，王浩田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虽
然李某珍沉默不语，但他明显感觉到她内心中
激烈的思想斗争。吃过早饭后，李某珍突然提
出要见苏先生的爱人。

王浩田马上安排苏先生夫妇与她见面，没想
到李某珍要求民警回避，让他哭笑不得，但王浩田
没有满足她的这个请求。原来，李某珍想偷偷告
诉女主人项链藏匿地点，并恳求女主人原谅她。
最后，在李某珍的指认下，民警在其暂住处找到了
钻石项链，为苏先生追回了全部的被盗赃物。

细心民警智斗小偷保姆

市公安局
两公安微信平台
获评全国优秀
1月9日，全国公安政务微信

协作联盟2013年度十佳会员单
位和优秀会员单位评选揭晓，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微信“厦门市智
能交通控制中心”获评“ 十佳会
员单位”，位列第一名；市公安局
微信平台“厦门警方在线”获评

“优秀会员单位”。此次评选活
动由中国警察网发起，全国公安
政务微信协作联盟的60家“微警
务”的先行者参加评选。经过网
友微信投票选出30家优秀会员
单位，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专
家教授组成评审团队，从中选取

“十佳会员单位”，为公安政务微
信的发展树立标杆。

湖里分局
摧毁两个
扒窃团伙

湖里公安分局自2013 年 12
月16日开展反扒专项行动以来，
分局各单位强化组织领导，形成
以打为主、以打促防、打防结合
的反扒工作格局，取得显著成
效，为岁末年初营造了良好治安
环境。截至目前，分局共摧毁扒
窃团伙2个，抓获扒窃犯罪嫌疑
人 14 名，破获扒窃案件 10 余
起。2013年 12月 24日晚上，金
山派出所联合分局刑侦大队在
万达广场蹲守伏击，当场抓获扒
窃嫌疑人周某、胡某，缴获被扒
手机一部。今年1月4日上午9
时许，分局组织警力准确冲击位
于湖里殿前的2个窝点，当场抓
获莫某、蒙某、覃某、张某等6名
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刀片
等作案工具。经审查，莫某等6
名犯罪嫌疑人交代自2013年底
以来，流窜至厦门湖里区殿前一
带，实施扒窃作案的犯罪事实。

文/东庆 玲玲 陈勤勤 图/王敬峰

连续九年蝉联“全国青年文明号”

2013年以来，厦门110先后推出110短信
自助报警服务、110异地报警服务、110警情分
级处置服务、110微信“指尖”服务，启用110视
频综合服务席位，组建110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
等社会管理创新举措，并在综合警务改革后，积
极应对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压力，先后研发试
行一体化车辆违章掉头抓拍识别系统、车标识
别系统、非现场事故处理系统、自动违停抓拍系
统等视频图像新技术，广泛应用于道路交通管
理，进一步提升110为民服务水平和能力。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厦门110先后荣获“共
青团青春志愿驿站”、“全省公安机关学雷锋活
动成绩突出集体”、“2013年度厦门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标兵”、“2013年度厦门市青年突击队”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并连续九年蝉
联“全国青年文明号”光荣称号。

接警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厦门110报警服务台是指挥中心工作的核
心，专职从事110接警工作的人员共有65人，他
们是一群年轻的110接警员，平均年龄不到30
岁。他们足不出户，习惯了在平凡中度过日日
夜夜，却又能在一次次的重大考验中出色发挥，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在平凡的110接处警岗位上
默默耕耘。

2013年，厦门110通过设立视频巡查专席，
组建专门视频巡查队伍，研发试行流媒体一体
化违法抓拍系统、车标识别系统、非现场事故处
理系统、自动违停抓拍系统等新技术，进一步提
升服务侦查破案的公安实战能力、社会治安防
控水平和道路交通管理水平。据统计，2013年
厦门 110 共利用视频图像系统主动发现警情
1418起，协查、协处案（事）件192起，高效协破
了系列轿车被砸车窗盗窃案件、交通肇事逃逸
案、纵火案，妥善处置了“3·26”育秀路水管破管
事件、“5·16”突发暴雨灾情、“8·21”潭美台风
灾情等，全年共查处违法车辆82.8万辆（次），假
（套）牌、非法改装车辆791辆（次）。

群众信赖贴心的“摇摇铃”

“有事您打 110”，这句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一直被群众广为传颂。厦门110是百事通，是群
众危难时刻求助的生命线，日话务量从1995年
9 月 1 日开通时的 33 个，上升到如今的日均
8000多个，增长了242倍。厦门110成了群众
信赖、贴心的“摇摇铃”。

去年1月 22日下午3时许，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到招行厦门分行打来的求助电话，请求
对上海一起巨额诈骗案的3张涉案银行卡进行
紧急止付。该案受害人的800万元被诈骗嫌疑
人转入在厦开户的3张银行卡。由于数额巨大，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启动银行卡诈骗犯罪应急
协作机制，紧急协调银联部门对嫌疑账户进行
冻结，及时为受害人挽回300万元。

全国首创交通违法“110随手拍”

厦门110每年都推出贴近民生的便民、利
民举措，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内涵，让
百姓感受服务的温馨，110也逐渐深入民心，家
喻户晓。近年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推出了110
直播室、110微信“指尖”服务、110视频网站举
报服务等十大便民服务举措，深受市民称赞。

在1月 10日的“110宣传日”上，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针对我市道路交通日益严峻的情况，
全国首创推出了交通违法“110随手拍”，全省率
先启用110视频定责定损席位，通过营造交通违
法整治全民参与、全民监督、警民共建的浓厚氛
围，及充分整合警务、保险资源和利用视频图像
先进技术，高效处置交通事故、快速撤离事故车
辆等，实现在减少警力投放的情况下，有效提升
道路畅通率的工作目标。

1月6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向社会公开招
募110名“拍客”，并于1月12日组织首批“拍客”
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对于市民群众拍摄举报的
每一起交通违法车辆图片或视频，指挥中心将利
用110车辆信息系统、监控系统等，对违法车辆
的号牌、车型和在违法地及周边行驶情况等信
息进行严格审核，对认定属实的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并对举报有效的群众进行适当奖励。

为讨回8.5万“债主”关押“欠债人”
去年翔安警方共破获非法拘禁案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

法律解读
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
者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 24 小时以上，或对受害人
实施殴打、侮辱情节的一种刑事
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
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
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
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
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够
成非法拘禁罪的，追究刑事责
任；不够成非法拘禁罪，但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应予以治安处罚。如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行为：非法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
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
的。则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叶文同）

厦门110：市民“贴心人”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2013年为民服务纪实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简称厦门 110）成立于
1995年9月，如今已走过
18个年头。18年来，厦
门110坚持改革、不断创
新，实现由“巡警110”向
“公安 110”再向“政府
110”的跨越式发展。随
着厦门110社会联动服务
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厦门 110 品牌已深入人
心，成为市委、市政府联
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
带，是家喻户晓的民生热
线，也是美丽厦门的一张
闪亮名片。

亮点
❶连续九年蝉联“全国
青年文明号”光荣称号
❷推出110直播室、110
微信“指尖”服务、110视
频网站举报服务等十大
便民服务举措
❸全国首创交通违法
“110随手拍”，全省率先
启用110视频定责定损
席位

数字
2013 年接报各类报警
求助：257万

据统计，2013 年，厦门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报各类
报警求助电话、短信、视频
257万个（条、件），妥善处置
各类民事纠纷 5.1 万起，走
失、迷路、物品遗失等公安求
助 5.9 万起，噪音扰民、环境
污染、水电气故障等社会联
动求助48.2万起，举报1.7万
起，其他各类报警求助 11.7
万起，共调遣出警 76.6 万次
204.7 万人次，救助群众 2.7
万名，找回报失、迷路人员
298名。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大厅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大厅。。

110110宣传日现场招募宣传日现场招募““110110拍客拍客”。”。 2013年12月21日上午9时许，当事人在同
安区乌涂街口遇到一男一女，称其家人有灾难，
可以用钱财帮忙消灾。当事人信以为真，取钱交
给两名嫌疑人在集美区敬贤公园做法时，被调包
盗走现金3.9万元人民币及一枚24K黄金戒指。

嫌疑人特征
嫌疑人1：

女，年龄在 35
岁-45岁，身高
约1.60米，体形
中等偏胖，长
发、扎马尾，圆
脸、小眼睛、右
眼角有一个疤，
作案时身穿蓝
色棉衣带帽子，
背一个黑色皮
包。

嫌疑人 2：男，年龄在 35 岁-45 岁，身高约
1.70米，身材瘦小，短发轻微秃头、长脸、小眼睛、
小嘴巴，作案时身穿黑色上衣，脚穿一黑色皮鞋。

举报热线：110或集美派出所报警电话：
（0592）6068321

【警方提醒】花钱消灾是诈骗，迷信信息你别信。

2013年12月25日下午4时许，当事人在工
作时，一名男子驾驶一辆无牌照的长安牌小汽
车，到思明区一家汽车美容中心，称金榜路的一
辆宝马汽车要贴膜，随后汽车店工作人员随男子
前往。到金榜公园时，男子让工作人员下车，并
以手机没电为由向其借手机，随即驾车逃离。

嫌疑人特征
嫌疑人：

男，年龄在 30
岁 -40 岁 之
间 ，身 高 约
1.70 米 ，体 型
瘦弱，短发、瘦
尖脸、颧骨微
凸、长下巴，作
案时，上身穿
一花式衬衣、
下 穿 黑 色 布
裤。

举 报 热
线：110 或梧
村派出所报警
电话：（0592）5801129

【警方提醒】贵重钱物要妥善保管，碰到陌生
人不轻易外借。群众提供破案线索，警方最高奖励
一万元。《追缉》官网：厦门公安公众服务网。

文/东庆 玲玲 图/朱利军
讨不回欠款，债主竟“动用私刑”，殴打并强

行将欠债人带至山上，实施关押看守。1月4日，
翔安警方破获2014年第一起因民间借贷纠纷引
发的非法拘禁案。嫌疑人到案后，竟然对自己的
违法行为毫不知情，不仅没有讨回欠款，还锒铛
入狱，人财两空。

两名男子被绑上山

1月 3日晚上9点多，翔安村民许某和苏某
正在家中泡茶，突然冲进来十几名男子，其中一
名男子手持弹簧刀，拉起苏某威胁他立刻还钱，
说两人一共欠他8.5万元，必须马上还。一声令
下，旁边一名男子冲上前殴打苏某。随后，其他
人将许某和苏某两人口袋内的钱包、手机等物品
全部拿走。

许某见状立即交出了9000元存款，并说可
以向住在岛内的亲戚借钱。于是，一行人开车直
奔岛内，男子在许某的亲戚家又拿到了1.3万元，
但离总数还相差甚远。男子一气之下将车开到了
内厝的一座山上，将两人关在车内，让他们通知家
属筹钱。

1月4日上午9点多，经过一夜的奔波，4名
继续留在车上的看守人员都打起盹来。这时，一
辆微型车刚好经过。许某和苏某趁机向微型车
车主求救，让车主帮忙报警。

不多时，接到报警的内厝边防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指定地点，抓获包括持刀男子在内的4
名看守人员，成功解救下被绑的许某和苏某。

讯问双方各执一词

随后，4名看守人员和许某、苏某6人被移送
到翔安刑侦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中队继续审理。

持刀男子是团伙的主犯，姓陈。他交代称，
两名受害人于2013年12月向他借了8.5万元，双
方商定是1月5日还钱。他怕对方不还，所以3日
晚就叫人一起去讨债。当民警告知陈某已触犯
了非法拘禁罪时，陈某十分惊讶。他辩解称“欠
债要钱，天经地义”。

两名受害人却给民警另一套说法。他们称
1月2日晚，他们和陈某一起玩“十三水”（一种赌
博名称），赢了他4.5万元。没想到3日晚，陈某
前来讨债，说他们在赌博时出老千，不仅要讨回输
掉的钱，还要加上其他的损失一共8.5万元。经过
民警调查走访，最终证实了受害人的说法。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刑
事拘留，而2名受害人也因涉嫌聚众赌博移交到
派出所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赌博引发非法拘禁

2013 年，翔安警方共破获非法拘禁案 1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民警介绍，这些案件
大部分原因是由民间借贷纠纷引起，产生纠纷的
根源则是赌博。

民警分析说，不少“债主”认为对方欠钱不还，
自己则是“受害者”，加上法律意识不足，滥用自己
的权利讨要钱款，结果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
者”。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