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轮摩托车（有号牌）75辆
豫C89353 豫CFF957 豫CF2724 豫C5A581
豫CF8257 豫CF4622 豫C31372
豫CJG291 豫CFE592 豫CFH367 豫CF8735
豫CM7166 豫CM3295 豫CFK456
豫CM1977 豫CFL919 豫CMD379 豫CF6040
豫CFZ806 豫CFU191 豫C01950
豫CFF472 豫CFC632 豫CFJ036 豫CF3650
豫CFW067 豫CFH679 豫CF7207
豫CFG961 豫C86117 豫CF3462 豫CFY533
豫DAA594 豫CF1338 豫CF0107
豫CFC220 豫CFD803 豫CFD362 豫CFK515
豫CF6163 豫KGB092 豫CFV909
豫CFL390 豫CFH003 豫CF8239 豫CFM387
豫CFP009 豫CF4500 豫DAT629
豫CM7803 豫CFX881 豫DZ2191 豫CJR577
豫CF7943 豫CML856 豫CF3866
豫CM3173 豫CFL691 豫CFR926 豫CFQ437
豫CFP966 豫CM0770 豫CF0650
豫CMC978 豫CM6612 豫CU0557 豫CSF816
豫CFL527 豫CF9788 豫CFY357
豫CF5153 豫CF9592 豫CFJ477 豫CFR288 豫CF9257
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50辆
75200 银 色 踏 板 08014793 84935 1002001

07070929 09112828 72038 024155 00805 048164
005050 嘉 陵 JP480 07508941 87524 飞 翔
06971 嘉 陵 125 轻 骑 10007 111402 00588
231485 大 阳 11705 000176 红 色 踏 板 95085
20281 嘉 陵 900866 184372 00769 004226

771561 4003503 017315 002221 007370 027093
1050533 47909 749368 73265 325248 024837
12643 710223 412110 8010541 200209 80481
55089 11411 鬼 火 10m7 01002 14904 529240
0826 00752 00936 AE0073 014724 116064 033483
5830 6268 2850525 90325 40790 0B225 21917
737408 051130 72174 626755 417799 222651
05898 52004 0827 00606 001280 81663 5517457
002241 00908 07686 940586 02119 1106 100190
CD0511 005223 18691 4812 520007 652389 160105
00788 502046 10101 079996 60396 2900027 00612
01815 007089 65721 0003272 19144 013532

070096 1034062 00754 110560 0A2418 607403
200339 417098 611245 016572 10169 033431
00168 048763 AL4251 157qmj 880025805
071242055 002781 127159 917148 83630550
8721476 942469 050272 292762 0190160 435633
2000858 009774 1283 0915 092168 379940
060661 154199 050266

二轮摩托车（发动机号）6辆
05133 631572 074783 23554 761118 704989
二轮摩托车（无双号）9辆
汽车(有号牌)91辆
豫CDR951 豫C5X267 豫CRR062 豫CHQ677
豫C70515 豫CF1829 豫AN6850
豫C2L177 豫C1J078 豫CS0959 豫DBC875
豫CV6517 豫CE5100 豫CV0201
豫C09C16 豫C6F963 豫C830D3 豫CFU106
豫CX3516 豫C61276 豫CF2788
豫C5D821 豫C56B12 豫K77981 豫C3Q837
豫CJ1889 豫C188Q9 豫DB7535
豫C60E66 豫C5A526 豫CA4391 豫A9FM89
闽DB8975 豫DL0535 鲁D571L8
豫A09651 豫CF2795 豫CA5901 豫MB5182
豫D83953 豫D22295 豫CH5875
豫A2NQ29 豫CC3044 豫DA7948 豫C55976
豫CA9618 豫C54259 豫AH7326
豫BHP608 豫A37H31 豫CAM389 豫D59335
豫CW9816 豫H1B887 豫C9J696 豫CQX696
豫CYA366 豫CU9129 豫C28U78 豫A60766
豫CF3910 豫C7U131 豫C7M759 豫C92350
豫C9A873 豫A5RW21 豫CJP285 京PE3R76
豫JWJ238 豫CD1582 豫CH1855 豫CKM673

豫CF1215 豫CF8218 豫LBT066 豫CF5529
豫C56762 豫CRS688 豫P53749 豫CWA669
豫CA0671 豫CJ3607 豫CF5361
豫CBQ577 豫C5M087 豫CUP808 豫A25B83
豫C692D8 豫C8U868 豫C6E878
汽车（无号牌）21辆
白色面包 捷达军车 白色面包 蓝色奇瑞 凯马小货 白色捷
达 桑塔纳2000 五菱 红色长安 大面包 白色普桑( 车架
号173820 ) 夏利（车架号17671）（车架号新A1510222）（
车架号036308） (车架号004684） 丰田大面包 长安黑本
田 绿色吉利 无(箱货) 长安
三轮摩托车20辆
豫DFN798 豫CFF469 豫CFG370 豫CF7983
豫CFW612 豫CFF376 豫CFV353
豫CFT657 豫CME073 豫CFM271 豫CMK312
豫CFX520 豫CFK339 豫CFM149
豫CMT153 豫CUB382 豫CHB536 豫CMS826
豫CFU688 豫CFZ066
三轮摩托车(无号牌)25辆
990LL420 301717 02246 80011 90127920 07888
001097 03538 20281 48602 三无 洛嘉三轮 福田五星
13538 永盛 08553 009731 0998 永盛 00248 100310
(车架号00690）（车架号600039）（车架号4527） (车架

号 83630393 )

汝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关于处置涉案车辆的公告
2016年9月—2017年12月和2011年11月至2017年3月，汝阳交警在工作中依法扣留一批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以下397辆涉案车辆当事人逾期未接受处理，现予以公告，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个月内到我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未接受处理的，依法对扣留车辆进行处置。

10月31日，范县法院当庭宣判了该县首
例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被告人周某等人因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妨害公务等
罪名获刑。该案当庭宣判，有效震慑了黑恶
犯罪分子，彰显了范县严惩黑恶势力的决心
和信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范县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贴当地实际，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关切，深挖彻查、依法查处和严惩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持续攻坚突破，持续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为从重从快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在范县
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的牵头组织下，该县政
法各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

成打击合力，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公
安机关充分发挥扫黑除恶主力军作用，严格
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检察机关
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把
好证据关、批捕关、起诉关，并对案件办理全
程监督；审判机关贯彻执行依法从严打击黑
恶犯罪方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严从重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司法行
政机关加强对涉黑案件律师刑事辩护和代理
工作的指导，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依法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

范县充分发挥县、乡（镇、办）、村三级综
治中心及一线民警作用，分层级培训动员，全

面落实各方职责任务，把工作触角深入涉黑
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努力提高及时发现、动态管控的能力。各
乡（镇、办）强化领导，确立了分管领导和联络
员，在网格内设立了黑恶犯罪线索举报站，公
布了举报电话，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恶问
题线索，确保“打早、打小、打准、打实”。该县
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依托各种情报信息系
统，对 110警情、信访举报、网络舆情、黑恶案
件、黑恶人员、嫌疑对象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研判，及时发现黑恶犯罪线索；建立完善涉黑
线索发现移交机制，工商、交通、住建、国土、水
利、城管等市场、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平时掌
握的情况和开展专项调查，及时向公安机关

通报在行业管理中发现的涉黑恶犯罪线索。
范县公安局根据地域特征及发案特点，

在全县因地制宜划分濮城战区、城关战区、王
楼战区、龙王庄战区等 4 个扫黑除恶战区。
县公安局副局长任各战区指挥长，采取包案
到人责任制，打破警种界限，合理安排治安、
刑警、经侦警力，对排查出的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案件采取包案到人责任制，使用各种侦查
手段和措施全力打赢扫黑除恶攻坚仗。

“村里以前好斗的、爱打架的现在都老实
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更舒心了。对扫黑除
恶，我们拍手叫好，因为扫黑除恶给老百姓
撑了腰。”范县濮城镇巩庄村调解员巩永善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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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给老百姓撑了腰”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孙垂松 孙道昌

这几天，舞阳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李永
山很忙碌，他跟同事已经通宵达旦工作了好几个
晚上。

“永山，注意身体，别破个大案，又去医院住
几天！”每天见到李永山，舞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骆国召就会叮嘱一句。

“嗯，好，我注意。”李永山随口答应着，转头
又埋入卷宗中。

对此，骆国召也只能摇头苦笑，他拿这名执拗
的检察官无能为力。李永山的执拗在全院都出了
名，而这种执拗，也练就了他独特的“侦”功夫。

今年6月20日，以吕某为首的8人涉嫌寻衅滋
事、开设赌场、妨碍公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黑
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放在了李永山的办公桌上。

20多本卷宗，8名犯罪嫌疑人，案件要在 7天
内办结。

李永山连续 3 天吃住在办公室，手工制表绘
图，列出犯罪嫌疑人的团伙关系以及 4 个罪名 6
起犯罪事实需要完善的具体证据。吃透了案情，
捋清了证据，原本杂乱无章的犯罪情节逐渐清晰
起来，但李永山的腰疼病却犯了。

顶酷暑，忍疼痛，李永山奔赴漯河、周口、驻
马店等地提讯犯罪嫌疑人，仅用了两天时间，就
完成了 8名犯罪嫌疑人的提讯工作。

提讯工作完成了，但并不理想，大部分嫌疑
人避重就轻，只供述到现场去要账，发生了吵骂，
不供述参与打砸的犯罪事实。被害一方证人较
少，不能有效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且提供

的现场视频为剪辑过的，不是原始视频，现有
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链条。根据现有证

据情况，李永山向公安
机关提出补充完善证人证
言、提供原始视频等意见。

第六天，公安机关将补充完善的
证据和原始视频交给李永山。李永山
连夜写出 200余页的审查报告。

第七天，李永山分别向该院检察长和漯
河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汇报，并以涉嫌寻衅
滋事、开设赌场、妨碍公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批准逮捕了吕某等 7人。

就这样，李永山连续阅卷 20 多本，提讯犯罪
嫌疑人 11 名。案件办得很圆满，但李永山腰椎、
颈椎各处都出现了毛病。同事们感慨：“永山每
破一起大案，都得去医院住几天。”

从检已 18 年，李永山对工作的激情和热度
不减。他不断创新创优，在全省检察机关首创

“改变案件定性说理制”，对上访老户实行“解心
结、解心惑、解困难”的三解工作机制，并在漯
河市检察机关率先设立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官
办公室。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科室连续6年在
全市考核中获得第一名，三次荣立集体三
等功。李永山也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省检察机关检
察之星、省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全省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
警、全市十佳政法干警
等，并荣立个人二
等功。

2018 年 6 月 19 日，周某与
同居的崔某因在家中吸食毒品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6 月 29
日，周某主动向拘留所带班人
员交代：2014 年 7 月，其伙同
崔某在襄城县首山市场一卖鞋
摊铺处盗窃一个装钱的铁箱
子，内有现金 1400元。

襄 城 县 检 察 院 受 理 案 件
后，经审查，案件事实清楚，周
某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及相
关细节与同案人崔某供述、被
害人陈述相一致，但卷宗所附
周某的 2 份刑事判决书引起了
办案检察官的注意：周某 2013
年 10 月 1 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且周
某曾多次被强制隔离戒毒后，
因自首盗窃事实，被刑事拘留
后判处轻刑，均未再执行剩余
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案发时间 2014 年 7 月周
某是否释放？是否具有作案时
间？如果不是周某所为，为何
细节说得如此细致？”承办检察
官心中犯起了嘀咕。

承办检察官通过到法院调
阅原始卷宗，调取 2013 年周某
判决后释放证明，核实被害人
陈述、走访周边证人、要求公安
机关说明情况等一系列查证
后，证实周某 2013 年 10 月 13
日判刑二年零六个月，2014 年
3 月 14 日 送 南 阳 监 狱 服 刑 ，

2015 年 4 月 11 日刑满释放，不
具有作案时间。

那周某为何主动认罪呢？
原来，周某与崔某担心被强制
隔离戒毒，曾事先商量好，一旦
被抓，就主动交代轻微犯罪行
为，认下 2014 年 7 月盗窃的事
实（实际上该犯罪行为由崔某
一人实施）。他们认为，这样一
来就会被认定为自首从轻判处
刑罚，不用执行两年的强制隔
离戒毒期限了。

事情原本按周某预想的那
样发展：被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的他，于 7 月 10 日被刑事拘留、
7 月 17 日提请批准逮捕……

然而，他的这点小伎俩瞒
不过检察官。

2018年7月25日，襄城县检
察院依法对周某作出不批准逮
捕决定，并要求公安机关将依法
释放的周某立即移交强制隔离
戒毒所执行尚未执行的强制隔
离戒毒期限。同时，针对近 3年
来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通过自首
轻微刑事行为逃避强制隔离戒
毒案件进行调研分析，专题研
究，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书》，以实现“强制隔离戒毒
与刑事强制措施”无缝衔接，有
效杜绝“以刑代戒”现象发生。

周某被释放的当日，被移
交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剩余强
制隔离戒毒期限。

蹊跷的认罪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李雅

李永山的“侦”功夫
□河南法制报记者 薛华 通讯员 闫晴 董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