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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

君） 呼和浩特市民王某

产后在家休养照看宝宝期

间，被网友诱导投资理财，

被骗人民币 13 万余元。幸

亏王某醒悟及时，拨打了

110 报警，警方及时启动

应急机制，为王某挽回部

分损失。

1 月 15 日晚，家住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的王某

拨打 110 报警称，被网友

诱导从 1 月 5 日开始进行

投资理财，1 月 15 日发现

被骗人民币 13 万余元。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得知这一警情后，及时

联络受害人了解案情。

通过技术手段，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将受害人所提供的银行

卡账号内所有金额全部

止付，并将这起案件移交

到赛罕区公安分局具体

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到

移交案件后迅速进行冻

结，同时对银行卡进行梳

理，发现冻结账户的涉案

资金约有 60 余万元，其中

有少部分资金为该案受

害人的损失。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反诈中心通过及

时的止付、冻结，保护了

受 害 人 的 资 金 安 全 。目

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办中。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各类电信诈骗层出不穷，

但万变不离其宗，包括热

心服务、提供各类帮助、

交友及陪聊等所有铺垫

最终都是为了“让你转账

打款”。切记！天上不会掉

馅饼，掉下来的一定是陷

阱，更不要轻易向他人转

账、汇款。同时，要防止身

份信息泄露。市民如果接

到了涉及钱财的陌生短

信或者是电话，一定要仔

细核对真实的信息，可以

打电话给当事人或者相

关单位，进行多方核实。

上述案件能追回一部分

损失是属于幸运的，如果

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如果不知道自

己有没有被骗，可以拨打

96110进行咨询。

宝妈理财被骗 反诈中心快速止付

夫妻携犬就餐引发三方斗殴
饭店被砸两人受伤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1月13

日夜间，夫妻俩因为携犬就餐引起其他食客不满，引发三

方斗殴，饭店被砸两人受伤。1月14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公安分局中山东路派出所了解到，警方已经介入这

起治安案件的调查。

据了解，1月13日20时许，中山东路派出所接到人民

路一饭店老板报警称，店内有人打架。民警赶赴现场时看

到，一名男子正操起一把木质凳子欲砸另一名男子，民警

厉声喝止，才没有酿成大祸。此时，饭店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一张桌子被掀翻，遍地是破碎的餐具，斗殴的两名当事人不

同程度受伤。民警现场问询得知，事发时，张姓男子与妻子

一起带着宠物狗到该饭店就餐。邻桌食客白先生对此表示

不满，并要求饭店老板请他们离开。然而，饭店老板只是委

婉劝阻张先生夫妇。为此，两桌食客、饭店老板三方先是发

生了口角，之后三方互殴，导致两桌食客不同程度受伤，饭

店被砸损失严重。随后，民警让受伤当事人先就医处理伤

情，而后要求三方当事人前往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

金手链遗失车站
粗心女子浑然不知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周 蕾） 1

月14日，一名粗心的女乘客把装有价值近万元金手链的

背包遗失在包头火车站，幸好民警寻回。

当日9时，包头铁路公安处包头火车站派出所民警乔

石在候车室例行巡查时，接到安检员报告称安检仪上有人

遗落了一个小背包。乔石与安检员按照规定进行开包检

查，发现里面装有现金、身份证和一条金手链。民警马上查

找失主信息，同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广播寻人。几分钟后，

一名女子急匆匆赶到安检台称，背包是她遗失的。

民警根据身份证核对，确认赵女士就是失主。她告诉

民警，由于急着赶车，过安检时太着急，只拿了行李箱，将

随身携带的小包遗落，包里装着的金手链是丈夫当年送给

她的定情信物，价值近万元。赵女士向民警和工作人员连

连道谢，感谢他们帮自己找到背包。

铁路民警提示广大旅客：出门在外一定保管好自己的

贵重财物，过安检前后，要数清自己行李的件数，以免遗失

财物耽误行程。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段丽萍）“民

警同志，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我以为这辈子都拿不上

身份证了，你们帮我解决了

件大事……”1 月 13 日，王

先生把一面锦旗送到巴彦

淖尔市杭锦后旗公安局西

城区派出所（如图），感谢民

警为其解决了17年没有二

代身份证的难题。

2020 年 12 月份，王先

生来到西城区派出所询问

补办身份证事宜。他告诉民

警，十几年前，他没有及时

更换第二代身份证，当时认

为第一代身份证也可以继

续使用，事情一拖就是十几

年。这期间，他以瓦工的身

份跟随包工头干活，一直没

有出过远门。近几年他感觉

年龄大了，想缴纳社会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时才发现，

没有第二代身份证什么也

办不了，这才着了急。

户籍民警将王先生的

特殊情况汇报给了所长梁

伟，随后开始查找户籍底

簿，走访王先生的亲戚、邻

居等有关人员后，确定王先

生反映的情况属实。与此同

时，民警发现王先生的户口

本在十几年前已经遗失，而

他原来的户籍地址已经拆

迁，现在又没有自己的房

产，落户地址该怎么填写？

最终，民警在王先生哥哥的

户籍档案里找到了有关证

明王先生身份关联的信息，

把他户口落到了其哥哥家。

1月8日，王先生拿到了新

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孟某在河南与朋友合伙做

汽车抵押生意时诈骗对方

30万元后潜逃，2019年1月

被河南警方列入网上在逃

人员。1月13日，包头市固阳

县公安局刑警将孟某抓获。

据了解，固阳县公安局

工作人员发现，网上在逃人

员孟某疑似在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有活动迹象。获

此信息后，固阳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教导员赵拥军带领

侦查员迅速赶赴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开展侦查。孟

某的反侦察意识较强，特别

狡猾，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

困难，经过两天的蹲守和暗

中走访，最终掌握了孟某的

行动轨迹，1月13日成功将

孟某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孟

某逃亡后一直在乌拉特前

旗大佘太镇以废品回收为

生。他对其在河南滑县实施

诈骗3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孟某已羁

押在看守所，下一步将移交

河南警方作进一步处理。

新报讯 1月15日16

时 30 分许，四子王旗白音

敖包边境派出民警进行疫

情防控排查，在嘎少嘎查

通往边防公路 14 公里处，

一辆羚羊牌轿车陷在积雪

深处。民警停车上前查看，

经询问得知，近段时间气

温骤降，局部地区风雪较

大，多条小路严重积雪，导

致车辆无法前行。随后，执

勤民警在道路前后段放置

锥筒，找出铁锹、拖车绳，

立刻展开救援，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努力，将被困车

辆救出。 （赵勇强）

辅警好心提醒反被打
女子被拘2个月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马 丽 侠）

近日，赤峰市元宝山区辅

警宋某在执行公务时，为

避免当事人林某受伤好心

提醒，不曾想被骂，还被打

了一个耳光。记者 1 月 12

日从元宝山区法院了解

到，林某犯妨害公务罪被

判处拘役2个月。

据元宝山区法院工作

人员邢智慧介绍，2020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元宝山

区公安分局 110 指挥中心

接到林某报警电话，称路

上交通堵塞，便马上派辅

警宋某到现场疏导交通。

宋某来到现场后，林某便

向宋某索要修路政策文

件，正在宋某向其解释时，

林某身后的一辆工程车开

始倒车，林某尚未发现。宋

某告诉林某躲开以免受

伤，然而林某既不听从也

不躲闪，宋某为安全考虑

将其拽到路边，不料林某

反手就打了宋某一耳光，

嘴里还在一直辱骂宋某。

他人见状纷纷进行劝阻，

但林某依然破口大骂，宋

某为制止其行为将其控制

在地面。可是刚一松手林

某又用手里的包抡打宋

某，并将交警执法记录仪

打落在地。

元宝山区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林某犯妨害

公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考虑被告人具有坦白、

自愿认罪认罚从轻、从宽

的处罚情节，判处被告人

林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

拘役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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