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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公安局：多警联动破获盗窃案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青山 严鑫

本报驻马店讯 2月15日
上午8时许，新蔡县居民朱某
报警称其电动三轮车上的电瓶
被盗，该县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立即指令月亮湾派出所、刑
警大队前往现场处置，并指令
县公安局大数据作战中心同步
上案。

经过对现场监控进行调
取，结合作战中心前期掌握的
案件信息，侦查民警确定此人
即为刘某红，并将该信息迅速
反馈给大数据作战中心。作战
中心经过对该人进行综合研
判，发现其正在新蔡县某中学
附近。侦查民警立即奔赴该地

点，于9时许将正准备销赃的
刘某红抓获，并追回被盗电动
车2辆，被盗摩托车1辆，电瓶
若干。

同日上午10时许，新蔡县
一超市报警称其收银机内的2
万余元现金于凌晨被盗，考虑
到全部为现金，犯罪嫌疑人有

可能会迅速转移赃款，该县公
安局大数据作战中心与月亮湾
派出所民警当即制定快打快破
的侦查思路，并马不停蹄赶往
案发现场侦查。在对案发现场
监控进行调取的同时，及时将
现场信息反馈至大数据作战中
心，双方线索无缝对接，互相印

证，仅半小时即锁定犯罪嫌疑
人董某林，并发现董某林在商
贸路附近。办案民警火速赶往
商贸路，在110指挥中心和大
数据作战中心的精确指导下，
于11时许在商贸路中段将犯
罪嫌疑人董某林抓获，并追回
被盗现金2万余元。

泌阳县公安局：
侦破系列盗窃电机、启动机案件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马健泳

本报驻马店讯 2 月 16
日，泌阳县春水镇居民刘先生
报警称：其在春水镇经营的机
电维修门店被盗，门店里18
台矿山设备用电机被盗，价值
1万余元。

案发后，该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三中队、视频中队民
警围绕现场立即展开侦查，
民警通过现场勘查、调取监
控、分析摸排等大量工作，发
现一男子利用春节期间机电

维修门店无人之机，疯狂盗
窃四家机电维修门店，被盗
电 机、启 动 机 价 值 5 万 余
元。该男子作案时戴头盔、
口罩、手套，作案过程中骑电
动车不走大路。侦查民警以
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
将高科技及传统破案手法相
结合，经过多方调查，锁定泌
阳县象河镇的林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2月 19日，民警王
铮、薛程烊、禹宏昌迅速出

击，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林某
高抓获归案，同时扣押被盗
电机、启动机30余台。

经突审，该嫌疑人如实供
述了今年2月初以来，利用春
节机电维修门店生意淡季无
人值守之机，采用蚂蚁搬家方
式，疯狂盗窃四家机电维修门
店内的30余台电机、矿山电
机、启动机的犯罪事实。眼
下，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查证
中。

车内6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盗贼三天后落网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马健泳

本报驻马店讯 2 月 16
日，家住泌阳县花园街道办事
处的梅某到自己车上取钱时，
发现放在中央扶手箱内的6万
元现金不翼而飞。由于这6万
元是春节前放在车内的，梅某
不能确定是什么时间被盗的。

接到报警后，该县公安
局领导高度重视，指令刑警
大队快速侦破案件。刑警大
队六中队、视频队和技术民
警立即围绕现场和梅某车辆
活动轨迹展开调查。民警通
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调查
走访等大量工作，发现 2 月

16 日凌晨，一名男子有盗窃
梅某车内现金的嫌疑，但案发
现场视频监控条件不完备，嫌
疑人面部特征无法辨识。刑
侦民警锲而不舍，继续调取监
控，扩大范围对嫌疑人活动轨
迹进行追踪，最终锁定无业青
年曹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在
查明曹某租住在县城某居民
区一出租房的信息后，刑警六
中队民警冯利、陈帅在附近经
过近两天的蹲守，2月 19 日
晚成功将返回住处的曹某抓
获，同时扣押被盗现金两万
余元和用被盗现金购买的四

部手机。
经审讯，曹某供述了自己

2月16日凌晨从网吧出来后，
因为上网打游戏没钱充值，就
萌生出盗窃车内财物的想
法。于是，他在视频监控不完
备的小路上，对路边的车辆挨
个拉车门实施盗窃，在盗窃得
手6万元现金后曹某欣喜若
狂，立即为自己的游戏账号充
值两万多元，并购买了四部手
机用于打网络游戏。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逮着一个贼带破十起案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路志勇

本报驻马店讯 2月 6日
晚，驻马店高新区公安分局接
辖区群众报警：某小区地下车
库汽车玻璃被砸，车内物品被
盗。案发后，该分局领导高度
重视，要求尽快破案。刑侦大
队立即抽调精兵强将展开案
件侦查工作。

在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
马腾飞、马广磊通过调取周边
监控视频，划定了嫌疑人逃跑
路线范围，在嫌疑人逃窜中发
现其丢弃一可疑发光物，办案
民警一边对比监控视频一边

认真查找丢弃物，在嫌疑人的
逃跑路线上一米一米地搜索
寻找，经过3个多小时的苦苦
寻找，终于在路边花坛一角找
到了嫌疑人丢弃的一只烟
头。从蛛丝马迹入手，通过缜
密侦查，10天连续作战，最终
用技术手段锁定犯罪嫌疑人
为一名新密籍惯犯。

2月16日，大年初五，办
案民警马腾飞、马广磊驾车
前往犯罪嫌疑人章某某户籍
所在地进行抓捕。经过7个
多小时的连续追踪，终于在

新密县一偏僻山村将犯罪嫌
疑人章某某抓获。经现场突
审，章某某对在驻马店高新
区某小区地下车库砸车窗玻
璃盗窃车内物品的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将章某某带回
后，办案民警穷追不舍，经过
4个多小时的心理较量，攻破
了章某某的心理防线，交代
了其他9起砸汽车窗玻璃及
入室盗窃案件。

目前，章某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
中。

销赃途中，盗贼落网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马健泳 文图

本报驻马店讯 2 月 22
日，泌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六中队、花园派出所民警跟
踪堵截，抓获2名盗窃嫌疑
人，破获盗窃案件4起。

1月31日，泌阳县公安局
接到群众报警：在县城某商场
门前，放在车篮内的挎包被
盗，被盗包内有平板电脑、手
表等物品，被盗财物价值
3000余元。民警立即展开侦
查，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一
男一女，该二人作案时戴有口
罩，得手后迅速离开。2月20
日，二人再次出现在县城某公
园附近，连续疯狂盗窃两辆电
动车后迅速离开，在逃离路上
还顺手溜偷走路边居民刚宰
杀好的几只鸡鸭。

两名嫌疑人连续作案，

对居民财产安全造成了威
胁。民警经过大量视频和前
科人员逐一梳理研判，最终
锁定有过抢劫前科的尤某、
赵某及二人住处。2 月 22
日，民警刘亚东、冯利、刘稳
栋在嫌疑人外出销赃途中将
二人一举抓获（见图），追回
被盗电动车2辆、平板电脑1
部、手表一只。

经查，犯罪嫌疑人尤某、
赵某通过打工认识，二人春
节前一拍即合，开始在商场、
公园附近实施盗窃犯罪。讯
问中，二人对盗窃电动车、平
板电脑、手表及其它物品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尤某、赵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深挖中。

麦袋里，搜出被盗现金
□顶端新闻·大河报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尤港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
久，泌阳县公安局羊册派出
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其
辖区井湾村村民王某某家中
现金被盗1900元。接警后，
所长刘沛带领值班警力迅速
到达现场开展侦查工作。

报警人王某某称：当天
上午8时左右，他将1900元
现金放在家中床垫下后出门
办事，下午回到家后发现现
金不见了。刘沛所长第一时
间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同
时安排警力调取受害人房屋
周围的监控。在监控中，发
现当天中午1时许，有一穿
黑色棉服的可疑男子出入王
某某家的大门，并且在案发
时段再无其他人员出入王某
某的家，办案民警认定该男
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刘沛所长带领值班民辅

警进一步走访摸排，发现出
入在王某某家的可疑男子与
邻村村民王某亮高度相似。
在掌握充分事实和证据的情
况下，当天傍晚6时许，民警
依法到王某亮家中对其进行
传唤，在王某亮家麦袋里当
场查获王某某被盗的1900
元。

经讯问，王某亮承认当
日中午到受害人家中询问
买卖黄牛事情，见王某某家
中无人，随手翻动受害人的
床铺发现其放在床垫下的
现金，顿生贪念将1900元现
金揣在口袋后慌忙回家。
至此，该宗入室盗窃从接报
案到破案前后只用了 3 小
时。

目前，王某亮因涉嫌盗
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