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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盗窃天然气
法庭受审

本报讯（通讯员 邱军伟）日前，平顶山
市卫东区法院依法对李某涉嫌盗窃天然气
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卫东区检察院指控李
某盗窃涉案金额561万余元。

卫东区检察院指控，2012 年 5 月 28 日，
李某以 450 万元的价格收购西安某天然气
公司在平顶山建成的天伦加气站，随后开始
自主经营。2014年底，平顶山市燃气公司市
场部人员推销天然气，李某向该公司提交申
请后批复。2015年1月，燃气公司将天然气
管道排到天伦加气站。看到天然气管道口
在加气站内，李某便产生了盗窃天然气的想
法。2015年3月底，李某在街上找两名焊机
工师傅，在天然气公司的主管道上接口，直
接接到加气站供气管道。因加气站老压缩
机是用来卸大罐车运送的天然气，和天然气
管道不配套，李某遂于2015年8月购买了压
缩机，厂家派人调试安装。2015 年 8 月底，
李某开始偷偷使用燃气公司的天然气。

2016 年 10 月 14 日，燃气公司稽查大队
工作人员到天伦加气站例行检查，发现天然
气上锁阀门井被人打开，天伦加气站有盗窃
燃气的嫌疑，稽查人员随即报警。

经鉴定，李某所经营的天伦加气站共盗
窃天然气约188万立方米，价值561万余元。

案发后，李某于 11 月 2 日，在家人的陪
同下，到平顶山市东安路派出所投案自首。

庭审中，卫东区检察院公诉人员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天然气，涉案数
额特别巨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但李某主动投案自首，且认罪态度较
好，可从轻判决。

辩护人认为，李某表示愿意尽己所能退
赃，弥补损失；能够主动投案自首、退赃，且
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法庭能减轻判决。

据悉，此案将择日宣判。

利用网络侮辱“情敌”
女子被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宗铭）面对情感纠
纷，一女子编造侮辱性信息本想泄私愤，不
想此举却招来麻烦。7月10日下午，经反复
调解无效后，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所
依法行政拘留了利用网络侮辱他人的违法
行为人赵某。

今年5月份，年仅22岁的女孩赵某与同
在一个企业打工的男孩孟某相识，并迅速发
展成恋人关系。热恋过程中，孟某与前女友
贾某仍然藕断丝连，赵某与孟某因此经常发
生争吵，孟某遂又回到前女友贾某身边。随
后，赵某通过微信联系孟某，孟某的手机成
了赵某与贾某对骂的工具，感觉受伤的赵某
对情敌贾某产生极度怨恨。

一气之下，丧失理智的赵某，从 6 月 27
日开始，编发侮辱性文字和孟某的手机号
码，一同发布到网上，大量的侮辱信息和骚
扰电话，给贾某正常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
响。贾某通过朋友劝说赵某把照片、视频删
除，赵某却不为所动。

7 月 10 日上午，经过反复思考后，贾某
选择报警。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所
治安管理服务大队受理案件后，依法传唤了
赵某。考虑到赵某和贾某是因为恋情引发
了治安案件，民警分头对双方进行批评教育
并反复进行调解，但调解未果。

当天下午，民警依法对赵某作出行政拘
留4日的处罚。

蒙面盗贼深夜翻墙入校频作案
平顶山警方侦破系列盗窃校园财物案，带破案件12起价值60余万元

一伙沉迷网络、贪图享乐的年轻
人动起到学校偷盗的歪脑筋。他们趁着
夜深无人，利用个别学校防盗措施上的漏
洞，化妆蒙面，频频翻墙攀爬进院入室盗
窃，最终落入了法网。日前，平顶山市警
方成功抓获这伙流窜窃贼，4 名犯罪嫌疑
人悉数落网，侦破系列盗窃校园财物案件
12起，涉案金额60余万元人民币。

高考前夕
9台教师电脑连夜被盗

5月 21日，平顶山市区某高中教师办
公室被盗 9 台笔记本电脑、1 台摄像机、
1000元现金。

当时，正值学生期末考试和高考前
夕，教师笔记本电脑被盗后，教师备课资
料大量丢失，给师生学习、备考造成极大
影响，严重影响教学秩序。

为迅速侦破此案，还学校以安宁，平
顶山市公安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赶往现
场，开展线索摸排和现场勘查工作。

通过对校园及周边地区进行侦查，民
警发现，当日凌晨3时，两名嫌疑人戴着口
罩、手套，从学校大门西侧围栏翻入学校，
沿着学校南围墙来到教学楼，抓住一楼窗
外的铝合金护栏攀爬至二楼，翻窗进入楼
内，到教师办公室实施盗窃。得手后原路
返回，翻墙而出，沿平安大道向西而逃。

办案民警顺线追踪，发现两人到凌
云路铁路桥位置乘坐出租车逃离，在新
城区西某矿区附近下车后消失。民警
随即针对附近厂矿、村庄进行了大量摸
排，调查走访，但遗憾的是没有获得更
多的线索，狡猾的嫌疑人伪装作案，隐
蔽性极强，案发现场留下的有价值证据
极少，一时无法取得关键性进展，案件
侦办陷入了僵局。

艰苦侦查
狡猾的狐狸终露尾巴

6 月 2 日，平顶山市新城区某小学发
生电脑被盗案，被盗物品价值共计 1.3
万余元。6 月 18 日，新城区某大学校园
餐厅又发生被盗案，被盗物品价值 5000
余元……

经过数日的缜密侦查，平顶山市公安
局新城区派出所专案组民警发现，两名窃
贼在作案过程中故意走小路，寻找监控盲
区，多次在逃跑路线中反其道行之，声东
击西，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专案组民警在调查走访中发现近期

在大学、中学、幼儿园又发生多起盗窃老
师电脑案件。两名窃贼频频作案，又是夜
间翻墙潜入学校实施犯罪，给师生造成的
心理恐慌已远远超过了财物损失，学校内
外议论纷纷，师生上下人心惶惶。

平顶山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志
辉要求专案组民警放弃节假日，全力侦
破，尽快破案。在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毛卫东主持召开的全市警情研判“诸葛亮
会”上，专案组民警对近期发生的类似案
件认真梳理、分析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
在作案时的穿着打扮、体貌特征基本一
致，判断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立即将相
关案件并案侦查。

专案组通过对案发现场、时间跨度
的分析，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相貌特征、
出行轨迹的调查摸排，专案组民警于云
飞、刘勇最终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
豪、张某翔，并确定王某豪和另一嫌疑
人连某航的最终落脚地——新华区李庄
村出租屋。

同时，矿工路派出所治安大队也在
积极侦办辖区内的校园盗窃案，在工作
后，发现和新城区几起案件作案手法和
相貌特征类似，经研判比对确定为同一
伙人所为。

一网打尽
盗窃收赃谁也别跑

为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派出所

办案民警不惧高温酷暑，联手对出租屋进
行严密监控、蹲点守候。

7 月 2 日 19 时，侦查员魏利晓、刘勇
准确掌握了王某、连某的活动轨迹。当
两名嫌疑人抱着电脑，从出租屋走出
时 ，被 侦 查 员 于 云 飞 、何 进 军 当 场 抓
获。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某、连某对
其流窜于校园，攀爬实施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经连夜突审，王某、连某供认其正准
备带着赃物到十一矿找张某一起去销
赃。为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侦查员于
云飞等人当即带王某赶到十一矿石桥营
村北出口，于 21 时许将前来接头的张某
成功抓获。随后，侦查员根据犯罪嫌疑
人供述的销赃线索，顺藤摸瓜，一举将收
购赃物的王某某也成功抓获，并在王某
某经营的电器维修行内追回了被盗电脑
20 余台。至此，发生在平顶山市新城区、
新华区、卫东区、宝丰县的盗窃学校财物
的 12起案件全部告破。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今年
以来，他们先熟悉校园及周边环境，对校
园的教学作息制度非常了解，多次结伙
作案，均选择凌晨学校安防力量薄弱、警
惕性不高时作案，专门对市区学校、幼儿
园实施盗窃，并将盗窃来的电脑以极低
的价格卖给王某某，所得赃款均用于上
网和享乐。

目前，王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
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叶彩）平顶山市湛河
区法院近日审结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案。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告人李某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2015 年 5 月 5 日，原告王某与被告李
某、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高某、姚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
成民事调解书：“被告平顶山市某建材有
限公司两次共向原告借款本金 300 万元，
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愿向王某还借
款本息 470万元，其中于 2015年 5月 31日
前向原告王某支付借款本金 100 万元，下
余 370万元本息于 2015年 7月 6日前全部
清偿。如逾期，需向原告王某继续支付逾
期利息。被告李某、高某、姚某对以上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某系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平顶
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及李某等人均未履

行义务。王某遂于 2015年 6月 15日、7月
8 日先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
法发出执行通知书，但平顶山市某建材
有限公司和李某仍未履行义务。11 月 16
日，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将被执行人平顶
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予
以查封，并对被执行人李某、高某分别所
有的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 50%的股
份及红利、股息等收益全部予以冻结。
法院对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查封资
产进行评估拍卖期间，李某引入资金维
修更新设备，该公司恢复生产，李某请求
暂缓评估承诺还款，法院遂又作出执行
裁定：自 2016 年 5 月起每月提取被执行
人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经营利润收
入 40 万元，平顶山市某建材有限公司应
于每月的最后一天前将该款缴至法院。
此后，被告人李某故意躲避执行，经执行
法官多次通知拒不到庭，也不按执行裁

定履行义务。6 月 20 日，法院决定对被
告人李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被告人李
某外出躲避，仍不履行还款义务。

9月 28日，被告人李某因涉嫌信用卡
诈骗被宝丰县公安局网上追逃。11 月下
旬的一天，被告人李某借他人姓名办了一
张居民身份证，直至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对人民法
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被告人李某伪造居民身份证，其
行为已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告人李
某认罪态度较好，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被告人李某犯数罪，法院依法予以数
罪并罚，遂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6
个月；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拘役6个
月，并处罚金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 获刑一年零六个月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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