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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韩晓敏 高林林
报道 10月 23日，神木市交警
大队高家堡、锦界中队民警分别
慰问了辖区敬老院孤寡老人，给
老人们送去爱心与温暖。

民警们帮助老人打扫房间，和
他们拉家常，聆听老党员讲述过去
艰苦环境下的革命经历，感受他
们艰苦拼搏的党员精神，为老人
们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本报通讯员李云隆 马亮飞
报道 近日，吴堡县“物资交流大
会”在辛家沟镇举行，吴堡县辛家
沟派出所民警在会场巡逻时发
现，张某以出售“幸运刮刮奖”的
形式骗取群众钱财。

经民警进一步调查，9月24

日，张某在吴堡县于家沟集会上
以刮奖的形式骗取薛某 1200
元。10月4日，在辛家沟镇“物
资交流大会”上又以刮奖的形式
骗取白某人民币500元。

目前，张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10日。

本报通讯员牛壮 史继晨报
道 横山一年轻女子因家庭琐
事，一时心结难解，独自一人来到
水坝欲轻生，好心司机及时报警，
民警耐心劝解终释怀。

10月 23 日 7时许，横山公
安分局西沙派出所接到一名出
租车司机报警称：有一女子乘坐
出租车时不停哭泣，在海则沟大
坝坝梁下车后哭着向蓄水的坝
内走去，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轻生

迹象，情况紧急，请求公安机关
快速处置。接警后，值班民警迅
速赶赴事发现场，看到一名20
多岁的年轻女子蹲在临水一米
多的崖岸边缘，处境十分危险。
一名民警与该女子进行交谈，稳
定其情绪，另外几名民警迅速向
该女子两侧接近，将其带回到安
全区域。后民警将该女子带回
派出所，并耐心地劝解其放弃轻
生念头。

关爱老人 和谐警民

张某出售“幸运刮刮奖”行骗被行拘

女子心结难解欲轻生
民警耐心劝解终释怀

开展“雷霆·禁毒
2018”系列专项行动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榆
阳公安牢固树立“打毒枭、断通道、
摧网络、缴毒品”的工作理念，以全
省禁毒“两打两控”专项行动为契
机，乘势推进，相继部署开展了“雷
霆·禁毒2018”第一、二、三战役，
禁毒重点工作攻坚等系列严打行
动，摧毁了宁夏、西安等地通往榆
阳区的多条贩毒通道。

8月初，禁毒大队经过半年之
久的缜密侦查，抓获大学生毒枭刘
某，先后抓获涉毒人员18名，缴获
毒品海洛因 670.19 克、冰毒 3.59
克、疑似毒品226.83 克。国庆期

间，禁毒民警放弃与家人团聚和假
期休息，全力以赴投身缉毒一线，
连破两起贩毒大案，抓获涉毒人员
16 名，缴获高纯度毒品海洛因
100.44克。

以零包贩毒和阵地
查控为主攻方向

树立“破小案、多破案”的工作
理念，形成了以禁毒部门为主，刑
侦、治安等相关警种和派出所共同
参与的工作格局，集中警力，加强
阵地查控。禁毒大队以实地查控、
线上研判、案件串并等多种手段，
持续发力，实施精准打击。

4月份，禁毒大队通过对查获
的吸毒人员展开深入研判，秘密

侦查，多次赶赴西安、宁夏等地抓
获涉毒人员8名，缴获毒品海洛因
87.88克，斩断了由西安通往榆林
的贩毒通道。5月初，禁毒大队积
极联手物流寄递行业展开线上研
判并加强阵地查控，抓获利用快
递方式贩毒的嫌疑人高某，缴获
毒品冰毒2.03克及冰壶1个。此
案是该局侦破的首例采取物流寄
递渠道贩毒的案件。6月中旬，禁
毒民警通过前期工作获得线索，
第一时间将警力布控在绥德、米
脂两地火车站，于凌晨3时许在绥
德火车站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抓
获，当场缴获其随身携带的毒品
海洛因 1小包及托运单据一张。
次日，民警据其托运信息前往镇
川镇一货运部，查获其托运在装
满鸡爪的纸箱内的毒品海洛因70
余克。

以防范管理与收戒
吸毒人员为重点

面对禁毒工作的新任务、新特
点，该局立足高站位谋划，打防并
举，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统筹推进

各项基础工作深入开展。
该禁毒大队将全区申报的70

余家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全部纳入
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网上申报、网
上审核、网上监管”和辖区易制毒
化学品“不漏管、不失控、不出事”
工作目标，有效遏制了易制毒化学
品漏管失控现象。

树立“堵在区外、查在区内”的
工作理念，充分依托进出城区的榆
林北等四个治安检查站，发挥“扎
边封口”的作用，实行24小时勤运
模式，对过往城区的车辆、人员展
开公开查缉，有效遏制了毒品的流
入。两次开展禁种铲毒踏查行动，
实现了“零种植”“零产量”的工作
目标。

同时，将禁毒宣传作为治本工
程，以“六进”宣传为导向，着力构
建全方位、立体式预防教育体系。
坚持在各中小学校巡回举办禁毒
专题知识讲座，提高青少年学生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禁毒宣传月
期间，多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开展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营造了浓厚的
禁毒舆论氛围。

由于网络服务者对网络用户
隐私的保护，使得网络诽谤发帖
人具有隐匿性，如果没有一定技
术手段，仅靠被害人个人力量，往
往难以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发
布信息的IP地址、上网终端归属、
网上活动记录等。所以，即使被
害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人格及名誉
受到损害，也很难有足够的证据
寻求司法救济。下面笔者就根据
之前代理该类案件的经验为你介
绍几种收集证据的方法：

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权力
介入利用刑侦手段收集证据。

公民如遇到网络诽谤，可保
存相关证据材料后向辖区公安机
关报案。如果能够提供遭遇网络
诽谤的基本事实，就可以向公安
机关递交报案材料，案件受理后

就会进行网上登记，并将依法进
行调查处理，公安机关有条件查
找到发布诽谤内容的IP地址、上
网终端归属及相关信息。

自行收集。作为被害人也应
及时关注网络诽谤图文的转发和
点击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信
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
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
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
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
成诽谤罪。报案人发现上述情况
可以使用有记载拍摄时间的摄影
器械，在不同时间段连续拍摄数
次可以记载电脑上诽谤文章的浏

览次数及进度。或者，采用网页
截图等办法直接收集。

公证收集。如果被害人未报
案或报案后公安机关不受理，还
可以选择公证机构保全证据，保
全电子证据公证书可为网络暴
力 受 害 者 提 供 难 得 的 维 权 手
段。具体操作程序是找有资质
的公证处公证员申请办理网页
证据保全，公证处经核实情况并
履行相关手续后，按照程序在两
名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让申请人
在手机或电脑上打开网页的帖
子，对页面显示的在朋友圈或者
网站里发表的包含诽谤文章的
发帖时间及其阅读人数等内容
进行截图和拍照，并出具公证
书。拿到公证书后，就可以向法
院递交起诉状（或自诉状）立案，

即使其后侵权人删除了帖子也
不受影响。这是最有效的搜集、
保全证据的办法。

借助计算机专业人员之力
收集。如果你是电脑高手或身
边有电脑高手，也可以自行搜集
保全证据。发布诽谤内容的网
站往往有“联系我们”栏，有时也
可以查找到诽谤内容的发布人，
并要求删除侵权图文。还可以
通过云搜索、天眼查等平台查到
信息发布者的详细信息。截图
保存后也可以作为确定侵权人
的证据提交法院。

聘请律师搜集证据。律师接
受委托后通过发律师函等方式向
发布诽谤图文的网络平台索要诽
谤网页的首发者的信息，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

10月 23日，神木市政府
牵头，公安、安监、卫计、民政
等单位参加的应急演练在锦
界安源化工举行。此次演练
以安源化工的石脑油泄漏、引
发火灾闪爆为背景，考验各部
门现场应急处置、事故扩大汇
报、周边应急资源联动、紧急
疏散人群等能力。

本报通讯员王磊摄

近日，清涧县组织相关部门在城区主街道、
昆山中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设展板、开展知
识问答、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向群众宣传
预防网络诈骗和攻击的方法，并用案例引导他
们如何正确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活动共发放宣
传单、七五普法读本等5500余份。

本报记者白潇 通讯员秦小平摄

网络安全宣传

本报通讯员毋予尘报道
10月 26日，榆阳区人民法院同
公安榆阳分局、区检察院、区司法
局等单位走进世纪广场，开展平
安榆阳建设暨扫黑除恶法律宣传
活动。干警们给群众散发了扫黑
除恶知识读本，向驻足的群众传
达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主要措施及目前的开展
形势；解读了中省市对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及指导意见；
介绍了几起释法效果较好的典型
案例；强调了举报电话和邮箱，明
确了举报方式。

本报通讯员思珣 朱晨报
道 10月 24日，榆阳区青山路
街道办榆龙社区在人员密集区域
张贴扫黑除恶宣传标语，组织党
员志愿者设置宣传台，为广大群

众发放1000余份宣传材料，动员
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
恶线索。

本报通讯员蔡烨晖 冯小朋
报道 近期，榆横公安分局采取

“三个开展”措施，强力推进扫黑除
恶宣传活动。开展街面宣传，各警
种组织民警在复杂娱乐场所、商
场、公园、住宅小区、建筑工地等
区域悬挂扫黑除恶横幅，在银行、
超市等场所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
放宣传标语。开展网上宣传，依
托分局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以
及民警微信群、朋友圈，大力宣传
扫黑除恶打击重点、群众举报方
式等内容。开展集中宣传，在阳
光广场、沙河公园等重点区域组织
开展集中宣传6次，发放宣传资料
及公告3000余份。

本报通讯员张艳报道 9月3日，有人向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账户中转入了1.16亿元，附言是

“某煤矿执行案款”，此时距离该院对此立案只有两个
多月时间。

近日，刘先生专程给榆林中院执行二庭送来印有
“披荆斩棘执行神速、剑胆琴心执法公正”字样的锦旗，
为执行二庭法官在案件执行中一心为民的做法点赞。

“榆林中院立案、评估、拍卖等程序都进行得非常
迅速，非常公平、公正，对此我们非常感谢……”申请人
代表刘先生说。

因煤矿股权纠纷 1亿余元转让款难收回
原告神木县西沟乡上榆树峁煤矿，2013年10月与

被告神木县永兴乡马连塔煤矿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及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转让其持有的神木县锦东矿业
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对价为1.1亿元。原告向
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88亿元后，股权转让手续却迟
迟无法办理，被告坚称责任在第三方，自身无责任。

此事进入法律程序后，经省高院介入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约定被告马连塔煤矿向原告上榆树峁煤矿退
还1.088亿元转让款，并支付700万元违约金。进入
执行阶段后，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
于2018年4月裁定维持省高院最初的一审执行裁定，
继续由榆林中院执行。

法院拍卖股权 被执行人迅速还款
办案法官张维成说，上榆树峁煤矿是上榆树峁村

的集体资产，因此该案的申请人实际是上榆树峁村的
村民们，对于这件拖了3年的案子，榆林中院执行局高
度重视。2018年6月12日，榆林中院立案受理该案件
后，随即启动对马连塔煤矿持有的锦东矿业有限公司
7.26%股权的评估、拍卖程序。经过评估，这部分股权
的价值为8405.75万元。8月16日，榆林中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公告，公开拍卖马连塔煤矿持有
的锦东矿业有限公司7.26%股权，起拍价为8405.75
万元。由于标的物的特殊性，相关拍卖信息在网络平
台发布后迅速得到大量关注。

迫于压力，被执行人于9月 3日分两次将总计
1.16亿元执行案款转入执行局账户，此案顺利执结。

如何搜集涉及网络诽谤证据
贺睿 郭倩

榆阳开展“雷霆·禁毒”专项行动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强制隔离戒毒309

名，缴获各类毒品2386.25克

本报通讯员边金平报道 榆阳公安立足毒情实际，多管齐
下，纵深推进一轮又一轮的禁毒“战役”，严惩涉毒违法犯罪，取得
了显著成效。1至10月份，该局抓获各类涉毒人员543名，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3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强制隔离戒毒309
名，缴获各类毒品2386.2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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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宣传持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