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4日，武陟县交警大队派出民警深入辖区学校、幼儿园，采取集中授课、播放光盘、举办主题班
会等形式，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原凌云摄影报道

“报告队长，主犯落网。”4月19日，远在天津的焦作市
公安局焦南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毕升在给犯罪嫌疑人
姜某、常某（女）戴上手铐后，给大队长郭庆华打了个电
话。听到这短短 8 个字后，郭庆华不由得大声说了句：

“好！”并叮嘱道：“马上返回，注意安全。”
至此，一个以姜某为首，常某、康某、王某、姚某、时某、

李某、杨某等为骨干分子，以开商贸公司为掩护、以无抵押
小额贷款为幌子，使用暴力或软暴力反复敲诈受害人钱
财，涉嫌“套路贷”的犯罪团伙被焦作公安机关彻底打掉，
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借了17万元
踏进“套路贷”陷阱

该起据初步统计涉案金额500余万元案件的线索来自
因借债两次试图自杀的段某的报案。

2011年，时年35岁的段某因生意需要四处借钱。段某
的女同学和同事常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把段某介绍给了自
己的丈夫姜某。段某向姜某先后借了17万元。

2012 年，在还了 8.5 万元借款后，段某没钱还本付息
了。姜某提出，借款利息要涨到每月两毛，并表示可以帮
段某借钱还利息，但前提是段某需要打欠条。

就这样，姜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段某涨息，段某还
不上钱姜某就找“金主”替段某“还钱”，然后让段某给不同
的人打欠条，段某借的钱永远不够还账。到 2014年，段某
给姜某所打欠条累计金额已超过了 120万元。这一年，为
了还姜某的欠款，段某把自己的一套房子卖了，妻子也和
他离了婚。

2015 年，段某打给姜某等人的欠条累计金额已达 280
多万元。此时，段某的精神彻底崩溃，他感觉自己的生活
没了希望。

段某两次试图服毒自杀，想以死解脱。他说：“我觉得
我死了，就可以清静了，也不会拖累家人了。”

最终，姜某盯上了段某70多岁的父母。从2015年6月
份开始，护子心切的段某父亲四处借钱，为段某先后还了
30多万元，算上段某之前的还款，段家父子共计偿还姜某
等人的现金超过了100万元。卖了两套房子的段家祖孙三
代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然而，姜某还是不放过段某，通过威逼、欺骗等手段继
续向段家催债。此时，段某的父亲才意识到他们遇到的不
是贷款公司，而是诈骗团伙。于是，走投无路的段某父子
到焦作市公安局焦南分局报了案。

从警 21 年的焦南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大队长郭庆华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案情，他有些拿不定主意，就向
分局领导汇报。“现在新型犯罪时有发生，这件事情到底
是借贷纠纷还是金融诈骗，派人好好调查，用事实来说
话。”该分局局长崔战彪提出了指导意见。焦南分局成
立了由副局长张建主抓的案情调查小组，进行初步摸排
调查。

通过调查走访，公安机关认定段家父子反映的情况
基本属实，并且不止段某一人掉进“套路贷”陷阱。有的
受害人慑于姜某等人的威逼，被迫远遁他乡，几年都不敢
回家。每名受害人提起姜某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

“没有活路了。”
“事实证明，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借贷纠纷了，而是一种

精心设计的诈骗行为，在实施诈骗行为的过程中还伴随着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情节。”张建的话给办案民警吃
了颗定心丸。

和时间赛跑
犯罪嫌疑人悉数归案

2018年1月30日，焦作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次
推进会召开，焦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小平，焦作市委
常委、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宫松奇对全市“扫黑除恶”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乘此东风，焦南分局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姜某犯罪团
伙立案侦查。

当专案组民警赶往姜某的公司进行抓捕时，发现早已
人去楼空，所有犯罪嫌疑人不知去向。在焦作市公安局的
支持下，专案组综合利用各种技侦手段，寻找着犯罪嫌疑
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抓捕很快，但是找人是最难的，容不得半点懈怠。”张
建说，为了尽快发现姜某、常某等人的行踪，案件侦办大队
一半以上的警力都投入到了该起案件的侦破当中，为的就
是和时间赛跑，尽快让嫌疑人归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姜某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分子康某首

先落网。他交代了该团伙的部分犯罪事实，却无法提供姜
某、常某的落脚信息。“这些人非常狡猾，出逃后，之前使
用的联系方式就全部废弃不用了，也不给家里联系，给我
们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挑战。”郭庆华说。

摸排社会关系、使用技侦手段、大数据搜索、物联信
息识别，该分局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力量，用合成战、
整体战、信息战迎战这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嫌
疑人。

几十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民警们在电脑前熬红
了双眼，终于发现了一条模糊的车辆信息。经过对
比分析，民警基本确定了姜某使用过该车，但无法
确定开车的就是姜某。民警决定跟上去，通过该车
寻找嫌疑人的线索。

案件侦办大队民警毕升、尚子夏沿着高速，一
路跟踪到了千里之外天津的一家幼儿园门前，但
最终没有发现该车的驾驶员。于是，毕升和尚子
夏把车停在了一个便于观察的隐蔽处，开始蹲
守。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毕升和尚子夏
坐在车里，熄火关窗，眼睛片刻不离嫌疑车
辆。逼仄的空间、闷热的环境不一会儿就
让俩人汗流浃背。白天为了少下车，他们
渴了不敢大口喝水，只是把水含在嘴里润
嗓子，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还是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

蹲守第四天，犯罪嫌疑人常某出现在
了嫌疑车辆旁。毕升和尚子夏不露声色
地跟在常某身后，随她来到了藏身之
处。当姜某开门时，毕升、尚子夏迅速上
前，将其扑倒在地……

受害人如释重负
称民警是最可爱的人

姜某、常某归案的消息传回之
后，段家父子失声痛哭，一块压在
他们心里许久的石头终于卸了下
来。

“近年来，黑恶势力活动逐渐
趋于隐蔽，多使用软暴力和非暴
力的形式敲诈勒索，获取不法利
益，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构成
了威胁。公安机关要聚焦涉黑
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把打击锋
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
的违法犯罪，打早打小、除
恶务尽，始终保持对各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
压态势。”焦作市公安局副
局长李向东说。

4 月 23 日，心绪难平
的段父给胡小平写了一
封信。他在信中满怀深
情地写道：“今年年初，
中央、省、市相继部署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4
月中旬，姜某等人被
抓，公安民警为社会
除了一害，真是大
快人心……这为我
们家庭带来了希
望 之 光 ，让 我 们
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 …… 公 安 民
警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表
现出色，是最
可爱的人。”

目 前 ，
姜某犯罪团
伙 的 其 他
骨 干 分 子
已 被 抓
获 ，案 件
正 在 进
一 步 办
理中。

本报焦作讯
（记 者 刘 华）自
2017 年 7 月 1 日正
式确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以
来，焦作市检察机关
积极采取三项措施，
推动公益诉讼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截
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
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 63 件，立案 42 件，督
促有关部门清理违法堆
放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及
被污染土壤8100余吨，保
护耕地 100 余亩，保护、收
回国有财产40余万元。

高度重视，不断加强民
行办案力量。一是加强力
量配备。结合侦防部门转
隶及人员现状，将 12 名具有
侦查和公诉工作经验的人员
充实到民行部门，两级检察院
民行部门人员增至49人，其中
16 人为员额检察官；积极推动
法警、技术等部门工作转型，全
力配合公益诉讼调查工作。二
是配齐技术装备。购买无人机、
补充执法记录仪等调查装备，为
开展公益诉讼调查等工作提供技
术支持。三是注重学习培训。由
市检察院民行处牵头，组织两级检
察院民行、侦监、公诉、法警等部门
140 余人参加公益诉讼专题培训；
组织干警到洛阳、濮阳等地参观学
习，开阔干警视野，提高综合素能。

健全机制，积极拓展线索来源渠
道。一是建立案件线索共享移送机
制。在案管部门受理案件阶段、侦监
部门审查逮捕阶段，发现涉及公益诉
讼线索的，及时通知民行部门，使内部
配合更加集中高效。二是建立上下一

体化办案机制。针对公益诉讼线索稍
纵即逝的特点，牢固树立“上下一盘棋”
思想，基层检察院发现行政机关不当履
职的，及时上报市检察院。两级检察机
关对公益诉讼线索及调查取证共同研
判，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办案合力，有效
排除办案干扰。三是建立外部协作机
制。优化“两法衔接”办公室职能，积极
与国土、环保、食药监等行政执法部门
对接，在公益诉讼信息共享、案件移送、
案件协查等方面达成共识，内外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

认真谋划，扎实开展公益诉讼专项
活动。一是广泛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影
响。两级检察院的11名主管检察长，民
行、法警、宣教等部门 77 名干警走进农
村、企业、社区，发放《公益诉讼宣传手
册》等资料5000余份，接受咨询200余人
次，进一步提升了公益诉讼社会知晓
度。二是及时发现问题，堵塞管理漏
洞。在“产业集聚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
诉讼专项活动”中，修武县检察院发现
本地产业集聚区部分企业及养殖户存
在将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等问题，便向环
保局、水利局等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4 份。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按照建议积
极整改，污染情况得到初步遏制。在

“南水北调沿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中，温县检察院发现南水北调总
干渠两侧二级水源保护区内存在一个
违法垃圾处理站，遂采取现场勘查、无
人机拍摄等方式，及时固定证据，依法
向有关单位发出了检察建议。三是依
靠党委支持，增强监督刚性。注重将公
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向
党委请示报告，争取支持，促进整改措
施更好落实到位。焦作市中站区检察
院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污染问题，找准症
结，形成检察建议，并抄送该区区委，得
到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广的批
示，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及时进行了整
改。

焦作警方

焦作市检察机关

健全机制
公益诉讼见成效

□记者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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