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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为提升辖区中小学生
识毒、防毒的能力，虞城县公安局营
盘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学校，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用真实案
例向孩子们讲述了毒品的危害，播放
了由该局民警自编、自导、自演的禁
毒公益微电影《破碎》。活动后，学生
纷纷表示，今后一定会远离毒品，拒
绝毒品。 （戚福兵）

春训工作有声有色

本报讯 台前县检察院 2017 年
度春训工作以教育培训为主要方式，
邀请上级院领导、业务骨干和青年干
警中的业务能手，讲述从检体会，传
授业务技能，着重提高干警政治素
质、业务能力水平，推动检察工作持
续健康发展。 （刘国英）

泌阳县公安局羊册派出所
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盗窃案

本报讯 近日，泌阳县公安局羊
册派出所在打击盗抢骗案件中迅速
出击，案发十余小时内成功抓获一名
系列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破获盗窃
电动车、摩托车案件 5 起，缴获被盗
两轮电动车、摩托车及三轮车共计 3
辆，涉案价值 4万余元。4月 11日上
午，该所辖区内接连发生两起电动
车、摩托车被盗案件。案发后，所长
曹荣刚立即组织民警开展现场勘查、
调阅监控录像等侦查工作，发现两起
案件作案手法相同，即对两起案件并
案侦查。当日 21 时许，民警在羊册
镇街上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抓
获。经讯问，该男子郭某卢对其盗窃
电动车、摩托车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卢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下一步侦办工作正在进
行中。 （张玉帆）

规范文明礼仪 做好检察工作

本报讯 近日，范县人民检察院
组织全体干警在会议室观看了由中
国人民大学金正昆教授主讲的文明
礼仪纪录片，旨在让全体干警意识到
文明礼仪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重
要性，进一步提高全体干警的文明礼
仪水平。 （赵东华）

长垣县法院狠抓裁判文书质量

本报讯 长垣县法院引导法官
树立“法律文书是案件质量生命线”
的责任意识，在“查、评、改”上狠下功
夫，对裁判文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及时纠正。该院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最新下发的文书格式要求，规范制
作标准，编制格式模板，确保制作规
范，严格履行裁判文书的撰写、审阅、
审核、签发、校对各环节的职责，杜绝
瑕疵裁判文书。 （赵利军）

轿车陷窨井
民警合力把车抬

本报讯 日前，鹤壁市公安局山
城区分局值班民警接市局指挥中心
指令称：山城区长风路转盘西南角一
轿车发生单方事故。接到指令后，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张某驾驶
的轿车左前轮陷到了没有井盖的窨
井里面，车主非常着急。这时，正在
路上巡逻的其他民警也到现场和出
警民警一起将陷进窨井的轮胎抬起
来，将车顺利地倒了出来。张某看到
车辆损伤不大，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
来。为防止其他人受伤，民警又从旁
边找来了纸箱围在井盖周围作警示，
并打电话给市政管理处说明情况通
知其到现场维修。张某对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民警连声道谢。（郭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干警的廉政意识、
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拓展预防监督渠道，
提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效果，罗山县检察
院不断强化预防措施，念好“紧、准、实、严”
四字诀，积极探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工
作的有效途径，取得了良好的预防监督效
果。

“紧”。即紧跟反贪、反渎办案部门开展
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工作，案件办到哪里，职
务犯罪预防约谈工作就开展到哪里。该院
在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和职务犯罪风险点
的基础上，积极搭建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平
台，使打击和预防形成合力，增强职务犯罪
预防的力度和效果。同时，该院要求办案部
门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如发现符合开展预防
约谈的情形，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填写《预防
职务犯罪约谈建议书》书面告知预防部门，
预防部门人员会及时同案件承办人梳理存
在的问题和职务犯罪风险点，对是否需要开

展预防约谈进行评估。
“准”。即准确剖析发案单位职务犯罪

案件特点和规律，分析产生职务犯罪的原
因，找准存在的问题和引发职务犯罪的廉政
风险点，在开展预防约谈的过程中，有针对
性地对约谈单位存在的廉政风险点进行警
示提醒，督促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
并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增强预防约谈的实
效性，促进约谈单位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得
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预
防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实”。即突出预防约谈的实际效果，通
过走访座谈、查看相关整改资料等形式，对
开展约谈后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回访监
督，从问题查摆、原因剖析、整改落实情况等
方面综合评估约谈效果，发现整改落实不到
位的，继续跟踪监督，直到达到预期效果，确
保预防约谈工作不走过场，并通过回访监
督，督促约谈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管措

施，对个人品行不端，可能出现阳奉阴违现
象的工作人员，依法监督调整工作岗位。

“严”。即预防部门认为符合约谈情形的，
认真填写《预防职务犯罪约谈审批表》，制定预
防约谈提纲，报经检察长审批后方可开展约
谈。在预防约谈开展前，预防部门应向约谈对
象发出约谈告知卡和约谈通知书，告知约谈事
由、原因、方式方法等事项；预防约谈结束后，
由约谈对象填写预防监督卡，并收集约谈对象
或所在单位对约谈工作的意见建议，确保预防
约谈工作的严格、规范、有序开展。今年以来，
该院预防部门先后制作各类约谈文书和表格
12份、约谈提纲6份，并印制了约谈告知卡和
约谈监督卡，告知了约谈事由、原因和方式方
法，使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工作更加规范、严肃，
保证了约谈效果。

该院通过开展约谈，坚持问题导向，教
育警示了党员干部，加强了作风建设，取得
了良好成效。 (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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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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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2017 年 3 月 18 日 9 时 54 分，上蔡县公

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该县朱里镇坡杨村
村民朱某的报警，称其妹夫杨某被人杀害
了。

按照指令，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开展相关
工作。经初步勘查，死者杨某系头颈部被刀
砍伤，颅脑损伤导致当场死亡。经进一步勘
查，警方综合分析后确认，此案系一起典型
的报复杀人案：嫌疑人杨某亮与死者杨某为
争夺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发生口角引发打斗，
杨某亮在前期打斗中吃了亏，于是找来一把
刀报复杨某。

据此，该局领导现场办公，就地制订侦
破方案。10时02分，围绕该案，由该县公安
局局长王双印任指挥长的“3·18”命案指挥
部就地成立，侦破工作全面展开。

排查
根据案情，指挥部立即抽调刑侦、情报

等多警种和派出所共 200 余名警力组成专
案组开展调查走访，进行全面排查。

10时08分，200余名警力按包村到户形
式编为20个小组，以现场为中心对方圆5公
里范围内的村庄进行走访、调查、摸排。信
息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指挥部：犯罪嫌疑人杨
某亮驾驶黑色摩托车沿着公路向西逃窜。
指挥部立即派出机动抓捕组驾车追缉，同时
安排警力设卡堵截；技术民警进一步勘查现
场，并对现场证据进行固定。侦查民警沿杨

某亮逃跑路线寻找目击证人，以判断他可能
逃跑的方向，询问目击证人，确定案发前后
情况，同时对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细致调
查。

追缉
14时20分，根据掌握信息，指挥部一方

面安排民警在杨某亮二姐家附近蹲守；另一
方面安排民警赶到周口长途汽车站、漯河长
途汽车站及朱里镇汽车站等客运站和公交
站进行布控；同时调集其他警力围绕杨某亮
逃跑的路线进行跟踪追缉。

16 时 37 分，走投无路的杨某亮拨打
110，询问受害人的伤情。有着丰富侦查经
验的指挥中心当日带班民警马李杰机智应
对，告知他受害人伤情不重，并无生命危险，
以稳定杨某亮的情绪，劝其投案自首，并在
电话里确定了杨某亮的位置。之后，指挥部
立即安排在附近蹲守的警力布控。

抓捕
17 时 15 分，杨某亮驾驶一辆黑色摩

托车出现在侦查员的视线里。由于地势
开阔，摩托车行驶速度很高，抓捕难度较
大，布控民警采取驾车跟随方式伺机抓
捕，同时通知朱里派出所民警在前方拦

截。
18时09分，当摩托车被截停后，抓捕民

警迅速将杨某亮按倒在地并给其戴上手
铐。一脸惊恐的杨某亮结结巴巴地对民警
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杨某亮，我现在是哪
儿也跑不了了……”民警在杨某亮驾驶的摩
托车车篓内找到了其作案的凶器——一把
剁肉的砍刀。

结果
犯罪嫌疑人杨某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

当天上午9时许，自己因宅基地纠纷而杀人
的经过。该片面积为 160 平方米左右的集
体宅基地位于朱里镇坡杨村西头，10 年前
曾是杨某亮家的菜地。后来，在杨某亮到南
方打工期间，因该片宅基地离杨某家比较
近，杨某便准备将其拿来自用。杨某亮知道
情况后便找杨某多次争吵。当天早上 8时
许，杨某亮与杨某再次发生争吵后，引发厮
打。恼羞成怒的杨某亮失去理智，挥刀砍向
杨某。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杨某亮已于3月19
日被上蔡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4月 17
日，杨某亮被上蔡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现羁押于上蔡县看守所。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记者 马国福

2017年3月18日，上蔡警方多警联动，快速反应，周密部署，全力出击，
经过8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亮，成功侦破“2017·3·
18”命案。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杨勇）近期，郑州市公安
局二里岗分局千里追逃，成功打掉一个组
织严密的租车诈骗团伙，历经三省五地抓
获张某、周某等犯罪嫌疑人5名，追回宝马
525轿车一辆。

租出去的轿车信号时有时无
2 月 21 日，郑州市管城区鑫瑞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年 2
月 7 日租出去的白色宝马 525 轿车 GPS
信号时有时无，租车人留下的联系电话
也打不通，失联状态持续半月之久，汽车
租赁公司老板席某和该车车主张某选择
了报警。

专案组民警受案调查时发现，租车
人刘某朋使用本人身份信息在交纳租车
押金 3 万元后，即驾驶租用的白色宝马
525 轿车行驶至鹤壁市浚县某地，此后，
该车安装的 GPS 装置疑似被屏蔽，信号
时有时无。

价值近40万元的宝马车竟只卖
12.6万元

专案组民警兵分多路，重点围绕刘某朋的
身份信息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并于3月初将其
抓捕归案。根据供述，警方迅速确定刘某朋的
同伙为一名叫“栋栋”的男子，宝马车已被卖掉，
但车被卖到了哪里刘某朋并不知道。警方利用
监控视频追踪，循线查询白色宝马525的行车轨
迹，最终在甘肃省山丹县境内涉案车辆被查扣。
原来，早在2016年底，犯罪嫌疑人“栋栋”即张某
和刘某朋就预谋租赁车辆转卖牟利。

今年2月7日，张某通过网上发布的租车信息
联系鑫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交纳租车押金3万
元后租了一辆豫A牌照的白色宝马525轿车。二
人连夜将车开回鹤壁浚县老家交给“中介”周某等
人。周某将事先伪造的一份车主的抵押合同通过
手机发给买车人杜某超以取得其信任，之后，杜某
超出价12.6万元购买该车。张某找人拆卸车载的
GPS定位装置未果后，购买一大功率的屏蔽器放置

在车上。杜某超将涉案车辆开至甘肃省山丹县
时被警方查扣。

据该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这辆车
裸车价格接近40万元，没有想到犯罪嫌疑人
竟只卖了12.6万元。

租车诈骗团伙被打掉
警方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周某的调查，又

陆续发现了腾某、张某磊等多名犯罪嫌疑
人，并初步查明了在鹤壁以周某、腾某、张某
磊等人为首的地下收购高档轿车犯罪团伙。

专案组民警发现，这是一个不少于 5人
的团伙，而且租赁的车辆都是30万元以上的
中高档轿车。周某等几名主要成员在团伙
中扮演“中介”的角色，一边联系愿意租车的

“客户”，另一边则联系愿意购赃的“买家”，
从中收取数千到上万元不等的好处费。

截至目前，张某、周某等人因涉嫌诈骗
罪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线索提供 闫亚萍）

罗山县检察院 开展预防约谈工作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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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车仅售12.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