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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斧头砍死邻居逃进山

6月6日下午6时许，犯罪
嫌疑人王某清、王某付兄弟二
人与邻居王某某发生矛盾，王
某清持棍将王某某击倒在地，
王某付持斧头砍伤王某某的
女儿后，又朝王某某的头部连
续猛砍，致王某某当场死亡。
案发后，王某清被下碑寺派出
所处警民警当场控制，杀人主
犯王某付持斧头潜逃进山，扬
言还要报复其他有仇村民。

泌阳县公安局立即启动
命案侦破机制，党委书记、局
长许志勇，分管刑侦副局长崔
大带领刑侦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驻马店市公安局相关部门
和警犬大队也很快赶到了现
场。

根据当时情况，指挥部迅
速部署开展工作：一是救治伤
者，固定现场证据；二是安排
民警进驻受害人及其他与犯
罪嫌疑人王某付有矛盾村民
家中，严防犯罪嫌疑人返回二
次作案；三是安排民警分别赶
往犯罪嫌疑人可能投奔的亲
朋家中，伺机抓捕；四是在邻
近乡镇主要路口设卡堵截；五
是局长许志勇带队，组织刑
侦、巡特警等警力在当地熟悉
地形的群众引导下，对犯罪嫌
疑人有可能潜藏的山区进行
搜捕。由于犯罪嫌疑人王某
付常年上山挖药，熟悉地形，
野外生存能力极强，搜捕民警
一直搜索至次日凌晨3时未能
发现王某付的踪迹。

200多名民警进山大搜捕

6月 7日上午，泌阳县公
安局又抽调交警、巡特警、派
出所及机关警力共200余名
赶到现场，在当地村组干部、
护林员的带领下，分成20个搜
捕小组，对附近山上王某付可
能潜藏的重点区域再次展开

搜捕，并在山下重点部位进行
布控。

全体参战民警按照划定
的区域，拨草丛进山洞，攀悬
崖探峭壁，沿着山间小路进行
拉网式搜索，不放过每一处可
疑的地方。

根据外围走访的情况，指
挥部于7日下午4时调整工作
部署，改大面积搜捕为重点部
位布控：一是扩大侦查的范
围，在相邻的驿城区板桥镇、
沙河店镇广泛发放悬赏通告，
集中开展走访宣传；二是请求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支持，通报
相邻的平顶山舞钢市、驻马店
市遂平县和驿城区板桥镇、沙
河店镇，在犯罪嫌疑人可能逃
跑的主要路口设卡堵截；三是
在犯罪嫌疑人可能下山的主
要路口蹲守布控；四是在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有重
点地开展追捕工作。

刚下山即被设伏民警抓获

6月 8日上午，驻马店副
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钦胜对此案作出重要批
示：“人命关天，生命至上。速
抓紧组织相关警种部门，救治
伤者，控制现场，收集固定证
据，全力组织抓捕嫌疑人，尽
快依法侦破此案……”

8日下午，驻马店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全中来
到案发现场指导案件侦破工
作，并着重指出犯罪嫌疑人单
身，最亲近的就是其侄子，要
做好其侄子的思想工作，积极
动员王某付投案自首。下碑
寺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在
案发后一直坚守案发现场，发
挥人熟地熟优势，组织村干
部、护林员积极为侦查破案服
务，并全面做好民警就餐、用
水等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综合各方面侦查情
况分析，犯罪嫌疑人王某付性

格孤僻、扭曲，态度顽固，没有
任何投案迹象，其匆忙外逃、
身上资金有限，且扬言报复其
他人，极有可能潜回村中拿取
钱物或再次作案。

根据这一情况，副局长
崔大乘坐二轮摩托车带领一
组民警到王某付家中增强警
力，另一组民警潜入与王某
付有矛盾的村民家中增强警
力。根据当地村干部画出的
周围道路地形图，于天黑之
时，在王某付下山必经的五
个路口，抽调精干警力分成
五个小组设伏，设伏民警四
人一组，依据实际地形规划
站位，形成包围圈，设伏期间
一律静音。

6月9日凌晨4时许，王某
付偷偷下山，试图潜回村中拿
取钱物后外逃，当行至王楼村
东南山坡一处下山路口时，在
此蹲守的民警立即发现了王
某付的活动踪迹，刑警六中队
中队长徐登科带领民警冯利
和蓝盾突击队员黄旭东、尹宏
斌一跃而起，将犯罪嫌疑人王
某付扑倒在地，成功控制，当
场从其身上搜出作案斧头一
把。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王某
付对其因邻里矛盾持斧头将
王某某砍死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并供述案发后，其携斧
子逃入附近山中，后翻山二十
余公里进入驿城区板桥镇地
界，下山买东西准备外逃时，
发现了民警张贴的悬赏通告，
担心向外路口设卡不安全，又
返回案发地附近山上，先在林
中睡下，趁凌晨人们熟睡之际
潜回家中拿钱物后伺机再次
外逃，不料侦查民警早已布下
围捕大网，刚刚下山就被抓获
归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
清、王某付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新蔡县法院审结一起
诈骗案件，一审判决被告
人高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9
年 6月至7月，被告人高
某在新蔡县弥陀寺粮所
出售小麦期间，为提高卖
粮收益，伙同李某(另案处
理)预谋后，在粮食收购点
给小麦过磅时，通过李某
事先在称重地磅传感器

上安装的遥控接收器，使
得过磅小麦每车增重4至
5吨不等，9车小麦非法增
重39吨，共骗取被害人某
粮食仓储物流公司人民
币8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高某伙同李某采用遥
控称重地磅的方式，骗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
于被告人有自首、退赃等
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西平县公安局柏亭派
出所经过细致排查，成功
抓获一名故意毁坏垃圾桶
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依
法刑事拘留。

5月下旬以来，西平
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陆
续接到县环卫部门工作人
员报警称：在县城人民公
园附近，路边的多个垃圾
桶被人恶意毁坏。

接到报警后，柏亭派
出 所 民 警 立 即 开 展 调
查，6月11日凌晨，在嫌疑
人家附近进行蹲守的民警
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在

环卫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
下，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成
功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
孙某对其故意损坏垃圾桶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孙
某今年30岁，西平县人。
自5月下旬以来，为发泄
个人生活中的不满情绪，
他多次趁半夜凌晨时分出
门，选择行人稀少的偏僻
路段，无故将路边的垃圾
桶踢倒毁坏，毁坏垃圾桶
累计100多个。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
某因涉嫌故意毁坏公共财
物被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驻马店讯 近
日，新蔡县法院审结一起
抢劫案件，依法判处被告
人陈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
元。

1998年 8月某晚,葡
萄牙籍澳门居民岑某和广
东居民周某被新蔡县化庄
乡居民林某从广东领至新
蔡县其亲戚家中。饭后林
某让岑、周二人在此等候，
随即纠集陈某等四人预谋
抢劫。林某指使陈某等人
隐藏于涧头乡庄稼地里，
待其用机动三轮车将岑、
周二人拉至此处时，陈某
等人上前拦截，持镰刀、木
棍等凶器相威胁，当场抢
走被害人人民币6600元
及手表一块。林某也佯装
遇抢以掩人耳目。

案发次日，被害人向
新蔡县公安局报案。林某
和同案犯陈某于1999年
被逮捕，作为陈某兄长的
其余二人分别于2005年、
2010年被抓捕归案并判
决。1999年6月被告人陈
某被新蔡县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后一直外逃。在辗
转潜逃20余年后，陈某于
2019年12月主动到新蔡
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庭审中陈某表示，自
己放弃了国外绿卡，真心
回来自首。陈某犯罪时刚
满二十岁，如今已过不惑
之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陈某伙同他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
力威胁等手段劫取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他持斧头，砍死邻居逃进山……
泌阳警方连续奋战60小时将其抓捕归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梁爽 文图

小麦过磅动手脚
非法得利8万元获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徐强

发泄个人不满情绪
毁坏多个垃圾桶被刑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刘真

抢劫后潜逃
20年后迷途知返终自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徐强

6 月 9 日凌晨
4时，在市、县两级
公安机关的密切协
作下，经过两天三
夜 60 余个小时的
连续奋战，克难攻
坚，泌阳县公安局
成功侦破“2020·
6·6”故意杀人案，
先后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清(男、汉族、
现年60岁、泌阳县
下碑寺乡人)、王某
付(男、汉族、现年
58岁、泌阳县下碑
寺乡人)兄弟二人
抓获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