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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用对讲机，连日来疯狂作案 10 余
起，而两人却是刚满 16 岁的未成年人。近
日，三门峡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
凌晨出动，在当地村民协助下，成功将近来疯
狂作案的两名嫌疑人擒获，破案10余起。

当日凌晨 3 时 46 分，三门峡市公安局
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辖区南关
村发现有小偷作案。接到报警，民警聂磊、
杨思思立即赶往现场。到了那里，民警却
发现惊人一幕：手电灯光齐对墙头可疑男
子，而其则在墙头上演“飞檐走壁”，不时地
从这家墙头跳到那家墙头，20 余名村民在
下面围追堵截。

见此情形，民警聂磊与杨思思从两侧
分头上到墙头。由于案发深夜，犯罪分子
又在墙头上，这给民警的抓捕工作带来很
大困难。见有人上到墙头，嫌疑人慌乱中
跳到一石棉瓦棚上，这时民警聂磊大叫一
声：“站住别动，我们是警察，你逃不掉
的。”嫌疑人果然被震慑住，站那儿一动不
动。民警杨思思顺势从另一墙头跳过来，
一把将嫌疑人按住并用手铐铐上，小心翼
翼地将其带到一农户家平房上。即便这
样，杨思思在转移嫌疑人时还是将石棉瓦
踩破，差点从上面掉下来。

听到村民说还有同伙后，民警又立即
组织村民拿手电四处寻找，最终警民联合
在村外水沟边的草丛中将另一名犯罪嫌疑
人成功抓获。

据村民张某介绍，凌晨 3 时许，听到院
里有动静，就起来了。只见家中大门敞开，
门外则停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和一辆两轮摩
托车。张某马上意识到自己家来贼了，于
是赶紧给村治保主任打电话求助。没多
久，治保主任带领几名村民赶来，当场将正
在作案的韩某控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韩某手里竟拿着1台对讲机，其间村民还听

到韩某用对讲机示意田某逃跑，看来还有
同伙，张某迅速打110报警。没想到犯罪嫌
疑人竟趁村民不注意，爬上住户家的墙头，
和下面的村民周旋。

抓获两名嫌疑人后，民警当场查获作案
用的螺丝刀、卡钳等数个，民用对讲机两台，
警用手电筒两个，三轮、两轮摩托车各一辆。
民警又从三轮摩托车上查获电缆线、钢板、
农用拖拉机配件等赃物，而犯罪嫌疑人竟是
从别处偷完后又来这里作案的。

当得知两人用对讲机作案后，民警很
是吃惊。后来据民警聂磊介绍，自己从警6
年多第一次见如此“疯狂”的小偷，而这种

“墙头抓人”也是头回碰到。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韩某、田某分别为

陕县张赵村、新庄村人，两人今年都刚满16
岁。据两人交代，当晚凌晨两人在陕县偷
完电缆后，又来到南关村一农户家行窃，谁
料被村民发现并被抓获。

起初，两人只承认此次盗窃事实。民
警做足思想工作后，两人最终交代了最近
的10余起盗窃活动。

原来，从今年8月底两人便开始预谋合
伙作案，而且几乎每晚都作案。两人用盗窃
来的两辆摩托车、卡钳、螺丝刀等作为作案
工具，先后在建筑工地偷钢筋、管扣、手机、现
金等，甚至摩托车用的汽油也是偷的，而对
讲机则是刚从市场上买的。经初步估算，两
人先后盗窃的物品价值近万元。

两个刚满16岁的未成年人做出如此疯
狂举动，实在让人瞠目结舌。据了解，两人
去年就因盗窃被陕县公安局处理过，而当
时两人都未满 16 岁，最后被教育释放。近
期，两人白天踩点、睡觉，晚上到网吧上网，
凌晨后开始伺机作案。

目前，两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南阳市西峡县一名男子无端遭到妻子
怀疑其有外遇的“猜测”，而交警查扣的一辆
套牌车还了他清白。9月8日，该套牌车因系
一起诈骗案中的涉案盗抢车辆被浙江义乌
警方带走调查处理。

8 月 16 日晚，家住西峡县城的李女士走
到一家宾馆门前时，猛然发现一辆灰色现代
轿车停放在宾馆门口。“这不是自家的轿车，
怎么会停在这里？”心里犯嘀咕的李女士，开
始以为是丈夫开车来这里有啥事，便上前打
招呼。谁知车内坐的一位年轻女性让李女
士大跌眼镜：“没想到丈夫平时深藏不露，竟
在外面包养个女人！”李女士胸中不由得冲
上来一股怒火，便拨通丈夫的手机训斥道：

“你现在在哪里？”对方回答：“在家里。”“那
咱们家的轿车在哪里？”“也在家里呀！”“不
可能，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了个女人？”“没有
呀！”“你还狡辩，现在那个女人还开着咱们
家的车在街上跑呢！”“你说什么呀，怎么回
事……”丈夫被妻子问得稀里糊涂。

李女士感到还是不放心，以为是丈夫没
有说实话。这时，那位年轻女性开着那辆轿
车启动前行。李女士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
追赶，决定弄明白。很快，李女士追上并拦
下那辆轿车，李女士上前质问驾车女青年：

“你怎么开我们家的车！”该女青年当场反驳

说：“这是我的车。”“那你的车牌号怎么跟我
们家的一模一样？”李女士的这句话当即让
女青年无话可说。李女士经过进一步了解
发现，这辆车确实不是自家的车，只是套上
了自家的车牌号。李女士这才发现自己冤
枉了丈夫，遂拨打电话报警。时值西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正在开展机动车辆涉牌涉证
专项整治，路面值勤交警接到县局 110 指挥
中心指令后，迅速赶到现场，并将涉嫌套牌
的轿车扣押进行调查，李女士的丈夫也将自
家的轿车开到交警大队配合交警比对调查
（如图）。面对交警告知的套牌结论，李女士
当面向丈夫道歉。

经询问，该驾车女青年刘某说是借开一
个朋友韦某的车。交警当即将此套牌车进
行网上比对，发现这辆套牌车正是浙江义乌
警方查处的一起诈骗案中的涉案盗抢车
辆。西峡警方当即向浙江义乌警方发出协
查函，据义乌警方反馈称，该套牌车是浙江
义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轿车。2008 年 3
月，一个叫张某的客人以租车为名，按每天
260 元的价格，将该车租走，至今一直未还。
该租车公司发现受骗后立即向当地义乌警
方报案，义乌警方将此车列入涉案盗抢车辆
进行网上查找。

9 月 5 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专门派出 3 名民警组成的工作组赶到西
峡县公安交警大队，在西峡交警的配合下，
经过连续 3 天的奔波调查发现，该套牌车
从义乌租出后，被多次转手倒卖到西峡县，
最后卖到现在的车主韦某手中，而韦某在
网上看到一个制牌广告，便从南方联系制
了一副假牌挂到自己的车上行驶。没想到
这副套牌号竟撞上了真正的号牌车主李女
士，结果被交警查获识出破绽。9 月 8 日下
午，浙江义乌警方将此涉案车辆依法转扣
浙江进行调查处理。

老公“外遇”的真相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丁俊良 李金锋/文图

墙头抓贼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杨宏伟

耐心寻线索 肇事终难逃

本报讯 近日，新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电
台“110”接到群众报案称：在古固寨镇政通路
与新长公路交叉口处，发生一起面包车与自
行车相撞交通事故，造成推着自行车的李明
彦及乘坐自行车的李奕卓、冯楚洛等 3 人受
伤，面包车驾驶人肇事后驾车逃逸。交警大
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李战胜接到报警后，
带领民警姬建敏迅速赶到现场，伤员已被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认真
细致勘察，有目击者反映肇事车辆为灰色面
包车，车牌号码只模糊记得后 3 位数为 703。
有了这一突破性发现，民警迅速调取附近路
段上的监控资料发现在事发后的时间段内，
有一辆车牌尾号为 703的面包车经过。后有
群众举报在古固寨北街村发现该车在一户人
家门口停放。事不宜迟，办案民警李战胜、姬
建敏火速赶到，对该户的租住人原某进行了
询问。随着对原某询问的深入，民警确定原
某有重大嫌疑。民警随即将原某带回中队进
行连夜突击审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原某
对其开车撞伤人后肇事逃逸的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肇事逃逸司机原某已被行政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张刚）

牵手多家单位 深化“牵手平安行”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深化“牵手平安行”
活动，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减少和遏
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升服务群众工作水
平，延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工作实际，创
新举措，拓展宣传工作思路，将交通安全宣传
在公共场所全方位进行覆盖。一是在全县各
单位卫生间及沿街公共卫生间张贴交通安全
宣传提示牌。二是牵手建设银行、商场、移动
公司、县医院等 20 余家单位，在这些单位醒
目位置广泛悬挂“牵手平安行”宣传海报。三
是在县人民路人民公园宣传橱窗、县生态园
橱窗张贴“牵手平安行”宣传海报和宣传资
料。四是利用大队违法处理室、事故处理室、

车管服务大厅等地点，采取大屏播放交通警
示教育片、悬挂文明交通宣传横幅，广泛宣传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扩大宣传范围，提
高群众知晓率。

（延公宣）

维护企业权益 盗用燃气被惩治

本报讯 近日，新乡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负责人专程给新乡市公安局卫东派出所案
侦大队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据了解，卫东派
出所于近日将私自改装燃气设备、长年盗用
天然气的犯罪嫌疑人李某逮捕，有力打击了
公共事业领域中的犯罪行为，维护了企业合
法利益。 （金明 云芳）

多措并举确保乡村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农村交通安
全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农村交通安全，新郑市
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近日针对乡村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的实际情况以及乡村事故发生的特点
和规律，采取部门联动、严查违法行为、排查
隐患、宣传教育等举措，切实解决农村地区交
通安全隐患突出和事故高发的问题，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朱胜利）

召开维权研讨会 做好民警维权工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派出所民警维权工
作，探讨在观念、体制、运作机制等方面如何
创新公安维权工作，做好民警安全防护，防止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特别是在创卫工作中受到
侵害，近日，新乡市公安局花园派出所召开民
警维权工作研讨会，派出所中队以上负责同
志、维权办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驻
所执法执纪监督室、维权办主任韩学新主
持。会上，韩学新通报了全市近期维权案事
件情况，并再次强调发生侵犯民警权益案事
件后，要第一时间向所维权办报告，所维权办
要关口前移及时调查取证，依法惩治违法犯
罪人员。同时，公安维权不只是维护民警个
人权益，要站在树立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维护
国家法律尊严，保证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高度
来认识维权工作。

（冯庆胜）

践行核心价值观 规范文明执法
法院篇法院篇

检察篇检察篇

公安篇

司法建议助推依法行政

本报讯 清丰县法院在行政审判执行中积
极开展司法建议工作，针对某一时期反映出的
普遍性问题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建议，对典型
个案的某个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改进工作方
法的建议，促进行政机关规范执法。（张利娜）

四个强化做好案件信息录入工作

本报讯 宝丰县法院以四个强化为抓手，
认真做好案件信息录入工作，夯实审判绩效
考核工作基础，提升审判管理工作水平。一
是强化制度规范，二是强化技能培训，三是强
化质量核查，四是强化责任落实。（王晓芬）

社会各界参与庭审评查效果好

本报讯 为推动“两评查”活动深入开展，罗
山县法院根据该院《关于开展庭审评查和裁判
文书评查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各审判业务庭
室均要挑选典型案件，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陪审员和主流媒体旁听庭审，参与纠
错，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董王超）

19年存款不能取 法官出面终兑现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法院法官调解处
理一起因存款到期，信用社不给办理取款而
引发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据悉，储户郭
某的存款因一些原因被信用社查封，拒不给
付，上诉到法庭之后，郭某在法官的帮助下
从信用社取出了已到期 19 年的存款 6200 元
及利息。 （刘连军）

清丰县法院服务弱势群体

本报讯 清丰县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
用，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职能，积极开展司法服
务进农家活动，通过下乡立案、巡回审判、下乡
调解、下乡宣传活动等便民措施，为辖区特殊
弱势群体提供贴心的法律服务。（库锁庆）

构建长效机制 全面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宝丰县法院坚持“党的事

践行核心价值观 规范文明执法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检察院组织全体干
警召开“践行核心价值观，规范文明执法”专
项教育整训大会。该院检察长要求全体干警
切实转变执法观念，整改存在的问题，力促办
案安全；切实形成长效机制，强化内部监督，
从源头上遏制执法不规范行为发生。

（王中泽吴富豪）

解决老干部反映问题获赞誉

本报讯 近年来，新野县检察院老干部科
按照“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认真处理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来访，
做到了老干部信访渠道无障碍、解决问题无

“尾巴”，老干部无越级上访情况，此举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受到了老干部的赞誉。（杨彦华）

运用检察建议 搞好个案预防

本报讯 为了大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
力度，唐河县检察院注重运用检察建议，开
展个案预防工作。据介绍，该院针对反贪、
渎检等部门已查处的案件所发案原因及其
产生的后果，进行具体个案剖析，争取做到
一案一堂课、一案一检察建议、一案一座谈，
一案一总结。 （牛凌云）

规范执法行为 慎重处理涉企案件

本报讯 长期以来，桐柏县检察院在办案
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和经
营秩序。据介绍，该院慎重在企业办案中使
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和拘留逮捕措施；慎用查
封、冻结、扣押企业账目和银行账户及企业涉
案财物，并严禁干预市场主体合法自主的经
济行为。 （金琳）

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着力
构建三项重点工作长效机制，全院干警狠使一
股劲，拧成一股绳，认真抓好三项重点工作的
落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王晓芬苗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