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公安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打造过硬公安队伍系列报道

今年 6月以来，罗山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突出打击实
效，向各类侵财犯罪案件发起凌厉攻势，取得
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该局先后抓获侵财
类嫌疑人13人，打掉侵财类团伙2个，破获侵
财类案件30余起。

一、视频追踪、雷霆出击，成功打掉一聋
哑人盗窃车内财物犯罪团伙。2016年5月以
来，罗山县城区发生多起白天砸破车窗盗窃
车内物品案件，刑警大队闻警而动，立即成立
专案组。民警从现场周边视频入手，经过大
量图像分析比对，结合现场走访，成功串并多
起案件。通过视频追踪、轨迹联查他们发现，
该团伙还在信阳市其他县区多次作案，作案
时间集中在白天。在随后的工作中，专案组
逐案梳理线索、深度合成研判，综合运用视频
追踪、信息研判等信息化手段，逐步锁定了一
个以吕某（男，31岁，云南省宣威市人，有吸毒
盗窃前科，聋哑人）为首的聋哑人盗窃车内物

品犯罪团伙。6月 19日晚上，在信阳市局刑
侦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罗山县刑警大队经过7
个多小时的耐心蹲守，成功将该团伙成员吕
某等 6名聋哑人抓获，查获赃物、毒品冰毒、
吸毒工具、交通工具若干。

二、轨迹联查、强化串并，成功破获系列
盗窃摩托车案件。2月 29日，罗山县周党镇
同兴社区居民罗某停放在小区门口的一辆
价值 8000 元的本田 125 摩托车被盗。民警
第一时间调取周边视频监控，通过分析，发
现两名男子有重大嫌疑。通过图像比对，
民警成功串并信阳市光山县两起类似摩托
车被盗案件。但侦查员在侦查中发现，嫌
疑人主要活动地在湖北武汉周边地区，由此
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是湖北籍人员流窜
到信阳市多县作案，案件侦破难度陡然增
加。关键时刻，侦查人员抱定“咬住青山不
防松”的决心，在市局刑侦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不断深入开展工作，一个以周某（男，32

岁，湖北襄阳人）为首的盗窃摩托车犯罪团
伙逐渐浮出水面。6月 13日，侦查员赶赴湖
北武汉开展工作。在当地刑侦部门的协助
下，经过长达一个多星期的艰苦工作，6 月
22日晚上，侦查员在湖北武汉某出租房内成
功将该团伙主要嫌疑人周某抓获。经审讯，
周某对其伙同他人到信阳市罗山、光山等县
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周
某已被刑事拘留，同案其他嫌疑人在进一步
抓捕中。

三、信息比对、网侦布控，成功破获入室
盗窃案。6月 14日晚上，罗山县城关镇城关
医院东侧史某家中被盗现金 3000 余元。接
到报案后，刑警大队技术员对现场进行了细
致勘查，发现嫌疑人是通过破锁方式进入室
内实施盗窃行为，并在门锁上成功提取痕迹
物证一枚。刑侦技术中队民警张楷明经三个
多小时的艰苦工作，比对出该痕迹物证与前
科人员崔某（男，21岁，河南省潢川县人）高度

相似，经比对专家仔细甄别比对鉴定，认定现
场提取的痕迹系崔某遗留。确定嫌疑人真实
身份后，侦查员立即围绕崔某开展工作，最终
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位置。16日16时许，抓
捕组民警在信运汽车站附近成功将崔某抓
获。经审讯，崔某对其酒后窜至城关镇城关
医院东侧史某家，利用破锁方式进入室内盗
窃现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四、闻警而动、主动作为，紧盯现行盗窃
案件。6月 21日 16时许，罗山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接到报警称：罗山县城关镇宝成广场
二楼一居民家中有小偷正在实施盗窃。派出
所民警闻警而动，快速反应，及时赶赴现场将
嫌疑人张某（男，44 岁，罗山县人，有盗窃前
科）成功抓获。案件移交刑侦大队后，侦查员
立即对嫌疑人张某开展工作。在大量证据面
前，嫌疑人张某如实供述自己于21日16时许
趁被害人家中无人，直接进入家中实施盗窃
的违法犯罪事实。

本报讯（记者 杨勇）7月 5日上午，郑州市
公安局郑东分局通泰路派出所的会议室座无
虚席。10时许，伴随着所长张东民的一句“咱
开始吧”，他正式进入了“主持人”的角色，并向
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次打扫捡到一袋钞票
今年4月27日，正在值班的副所长时钟接

到分局110指令，称辖区中凯华府小区内的物
业工作人员捡到一袋现金。

原来，在该中凯华府物业公司上班的董师
傅新调整了工作区域。当日 16时许，他和往
常一样来到新划分的小区东门口绿化带打扫
卫生。该绿化带比较隐蔽，种满了竹子，一些
塑料袋在竹林内随风飘舞，有些塑料袋还被石
头压着。为了将垃圾彻底清除，他不得不将部
分石块先搬走。在清除其中一块石头时，他发
现塑料袋无法用笤帚扫走，以为里面全是土，

待弯下腰打开袋子，只见百元大钞赫然出现在
眼前。于是，董师傅第一时间找到物业经理说
明此事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在派出所民警和该物业公司经理
的见证下，董师傅将拾来的一袋现金清点后
移交至通泰路派出所。

为了尽快找到失主，通泰路派出所及上
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在小区内对该事进
行宣传，以便失主到派出所招领登记。

一纸通告引发一场质证会
截至 6 月 24 日，通泰路派出所已受理多

名失主的招领登记。鉴于该遗失物的特殊
性，为了查明真正失主，派出所发出了招领现
金失主现场质证的“邀请”。

质证会上，在郑东分局执法执纪监督室主
任王琳、鑫苑花园社区工作人员及新闻媒体记
者的见证下，几名招领失主及见证人详细描述

了自己遗失现金的情况。
中凯华府的业主聂女士称，前段时间兄

长携带 2万元左右现金（全为百元钞票）来到
自己家中，次日用钱时发现已经丢失，自己曾
多次查看小区内监控无果，因未弄清楚是否
遗失便未予报警。另一业主冯先生称，自己
之前做餐饮生意，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专程在
银行取了 3 万元左右现金，百元钞票分别用
皮筋加固，另有部分 1 元、5 元、20 元连号纸
币。他外地出差时接到邻居电话称自己家中
的窗户被撬，其妻子回家后发现家中凌乱，房
门从里面反锁，抽屉内的 3 万余元现金不翼
而飞。

在一一征求了与会人员的意见后，综合
失主及相关人员的描述和前期案件情况，
办案民警一致认为，冯先生为该现金的失
主。目前，经确认，冯先生已经签字领走了
丢失现金。 （线索提供 张彬）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
讯员 代先锋 许铭君）7月4日，涉嫌
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虞城县公
安局城郊派出所当场抓获。让所有
在场民警吃惊的是，在李某身上，居
然搜出了8万余元现金。

今年 4 月以来，虞城县城郊乡
几家大型超市相继发生盗窃案，被
盗的名烟名酒加上现金，共折合人
民币 5 万余元。案件发生后，虞城
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责成刑警
三中队和城郊派出所成立专案组攻
坚。经过城郊派出所专案民警大量
调取相关路段视频，反复甄别比对，
最终锁定一名中年男子：此人身材
瘦小，却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蓝色
大褂，褂子盖过膝盖。此人骑着一
辆红色电动两轮车，出入多家超市，
但却很少买东西。

为了抓获这名嫌疑人，城郊派
出所在监控室专门布置了多名警
力，采取 24 小时不间断值班，鼠标
全方位巡逻的方式，时刻紧盯这名
嫌疑人踪影。7 月 4 日 22 时 20 分，
值班民警从监控上看到可疑男子走
进了位于嵩山路中段的一家超市。
民警立即赶往该超市，将其在超市
内当场截获，带至派出所。在派出
所内，民警除了在其蓝色大褂的内
兜里找出三条中华烟外，还翻出了
8 万余元的现金！不过，据李某介
绍，这不算啥，他最多一次曾经在大
褂的内兜里偷放过 20 条香烟也没
被人发现。

经审讯，李某交代，自去年出狱
后，他先后在虞城及周边县区的多
家超市作案 20余次，共盗窃名贵香
烟及现金总价值10余万元。

原来，今年 40岁的李某可谓专
业惯偷，最近三年内已经因犯盗窃
罪两次入狱。但去年年底出狱后，
他特意做了一件大褂，在里面缝上
了四个内兜。因为衣服又胖又大，
里面放几条香烟等物根本不显眼，
所以，他作案数 10起从没被人发现
过。甚至有 10 多家超市的老板根
本不知道他们丢过价值不菲的香烟
而没有报案。

民警问李某为什么把这么多现
金带在身上，李某说，钱放到哪里都
不放心，包括银行，将来他还准备用
偷来的钱养老呢。

◀7 月 5 日，河南
农业大学17名师生代
表到省第二强制隔离
戒毒所，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社会帮教
活动。活动中他们与
戒毒人员深入交流、
共 同 进 行 了 戒 毒 宣
誓，并向戒毒人员捐
赠了图书。

王普辉摄影报道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夏兴宇郝攀）为了生意好，竟在馒
头里添加不允许添加的化工原料。近
日，山东籍男子刘某在原阳县经营馒
头生意时，因涉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罪被原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5 年 12 月份，为了生计刘某
带着一家人来到原阳县菜市街，干起
了自己的老本行——经营“山东戗面
馒头”。初来乍到没有固定客源，生
意甚是清淡，按理说刘某该转变经营
思路，从馒头质量上下功夫。可刘某
却想起了歪点子。从网上查询资料，
搜集有关馒头卖相好的“偏方”后，刘
某在附近的化工商店里买来了“柠檬
黄、甜蜜素”等化工原料。在玉米面
馒头里添加柠檬黄后，为节省添加白
糖的成本，他还在玉米面里添加了甜
蜜素。经过“改革和技术创新”，刘某
加工生产的玉米面馒头口感好，卖相
又好 ，深得广大买主的青睐，每天生
产的玉米面馒头竟供不应求。

正当刘某在家里为自己的“创
新”偷着乐的时候，一场食品安全检
查风暴向刘某袭来。今年4月26日，
原阳县检察院、县食药监局、县公安
局联合执法组在原阳县菜市街执法
检查中发现刘某家的玉米面馒头存
在可疑之处，随即取样带回委托鉴定
机构检验。经检验，样品所检甜蜜
素、柠檬黄不符合 GB2760—2014 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自知纸包不住火的刘某于第二
天便逃回了老家山东菏泽。后刘某
被山东警方抓获。目前，刘某已因涉
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被原
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派出所主持座谈找失主

为了馒头卖相好
他竟添加化工原料

▶7 月 4 日下午，
渑池县公安局警令部
主任姚玉琴带领办证
中心民警张利君，专门
来到仰韶镇中涧村患
有智力障碍的贺某家
中，为她送来了新办的
户口本，并在村干部的
配合下为其采集人像，
免费办理二代身份证。
据悉，贺某因曾迁移户口
而未及时落户，导致多年
无户口而无法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姚玉琴得知
后便主动上门为其办理
户口和二代身份证。

记者 马建刚 通
讯员 段华峰 张文曦
摄影报道

信阳罗山警方严打侵财犯罪 战果辉煌

身穿一件大褂
惯偷专进超市行窃

曾在大褂里放 20条香烟
而未被发现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冯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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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现金究竟是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