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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蔡卫锋 通讯员 孙
莹莹）白天是酒店保安，踏实能干，
夜深人静之时，却化身“大盗”，盗
窃电动车……他的“双面人生”随
着民警的出现画上了句号。

6 月 5 日 10 时许，开封市祥符
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高
峰带领特巡警队员在鼓楼区一酒
店内将正在上班的保安马某抓
获。面对从天而降的特警队员，马
某神情沮丧地说：“我知道早晚有
一天会被你们抓住，但没想到这一
天来得这么快！”

得知马某竟是多起盗窃案的

嫌疑人，该酒店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都大吃一惊。

今年 5月以来，祥符区公安局
陆续接到多起电动车被盗的警
情。犯罪嫌疑人借着夜幕的掩护
盗窃电动车，给群众造成了较大的
财产损失。该案被开封市公安局
列为“雷霆一号”重要目标案件，祥
符区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要求视
频大队、网监大队、特巡警大队联
合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祥
符区公安局视频大队大队长耿广
兴接到任务后，多次召开案情分析
会，梳理案件线索，调取案发现场
监控视频，最终锁定嫌疑人马某。

根据研判，民警判断马某近期在鼓
楼广场附近活动频繁。

祥符区公安局党委书记、督察
长吕进波立即下达抓捕指令，要求
特巡警大队抓捕马某。6月 2日 22
时，高峰带领特巡警队员连夜开展
蹲守布控。6 月 5 日，经过三天三
夜的蹲守和摸排，特巡警队员在鼓
楼区一酒店内将马某抓获。

马某交代，自今年5月以来，他
先后多次在下班时间潜入祥符区盗
窃电动车，得手后回酒店继续上班。

目前，马某已被祥符区公安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宗铭 王伟伟）
日前，平顶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
数月侦查，打掉一个冒充神医实施
诈骗的团伙，3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
网。

2018年 9月 17日 11时许，高新
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接到群众李霞
（化名）报警称：其在市区被一男一
女骗走 400余元现金以及价值万余
元的金手镯、金戒指。

李霞说，当日上午 9时 30分，自
己带着孙子在市区建设路东段散步
时被一男子搭讪。该男子说要在附
近找一个“北京专家”给自己的孩子
看病。这名“求医男”向李霞哭诉了
自己艰难的求医经历，博取李霞的
同情。两人交谈之间，一名女子出
现，称自己曾找“北京专家”看好了
病，愿意帮忙带路。该女子邀请李
霞和“求医男”一起来到一个小巷子
的住宅楼里。此时，一名“北京专
家”出现，“求医男”请“北京专家”帮
孩子看病。

10余分钟后，“北京专家”的“孙
子”从楼上下来，告诉李霞和“求医
男”会有血光之灾，需要“用黄金铺
路”“拿钱财破灾”，让他们将钱财、
黄金饰品交出来做“法事”，“破灾”
后，当天下午可再过来取走钱财和
黄金饰品。李霞被三人的连环套
路迷惑，被骗走了身上的财物。

治安管理大队办案民警李延平
从视频监控入手，分析比对后发现
该案中带路的女子疑似叶县的王
某，曾在 2016年因诈骗被判处一年
有期徒刑。办案民警立即展开重点
摸排走访，最终锁定王某确系本案
嫌疑人，但王某十分狡猾，民警多次
抓捕未果。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期间，高
新分局对此案重点部署，案件侦办
大队视频中队采取“以车找人”的方
式，对王某的车辆轨迹进行分析追
踪，最终发现王某藏身位置。2019
年 1 月 24 日晚，高新分局副局长罗
跃申连夜召集治安管理大队、案件
侦办大队民警赶赴叶县。次日凌
晨，治安管理大队负责人李汉伟带
领办案民警上门突击抓捕，王某被
抓获。但王某到案后，拒不承认作
案事实，拒不供述同伙。

办案民警通过走访摸排，确定
“求医男”系叶县的李某。经走访劝
投，李某于 2019年 2月 12日到高新
分局投案自首，并供述了案件事
实。3月 1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和李
某被批捕。5月 26日，经多次劝投，
另一名参与诈骗的嫌疑人王某军迫
于压力投案自首。

目前，王某和李某已被提起公
诉，王某军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平顶山警方

打掉一冒充神医
诈骗团伙

收割邻居家麦子涉嫌盗窃被拘留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段华峰
朱红良/文图）6 月 7 日至 9 日，
渑池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
辅警利用节日期间犯罪嫌疑人
思想麻痹的有利战机，在广东
广州市区及白云机场捣毁一个
利用虚假投资平台实施诈骗的
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5月 2日，渑池县公安局刑
警七中队接被害人曹某报案
称：自己前段时间被别人拉进
一个微信群，在群里所谓“专
家”的指导下“炒期货赚钱”，下
载对方提供的 App 并充值下
单，仅半个月时间就损失了 3
万余元。

根据工作经验，侦查员刘
战伟判断这是一起利用虚假投
资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案件。
侦查员利用公安部反诈平台对
钱款流向进行正反两向追踪，终
于发现重要线索，并对线索进一
步深挖，同时运用多种信息化作

战手段，深入分析研判案情，初
步判定该团伙窝点在广州。

6月 2日，渑池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副大队长杨晓东带领侦
查员刘战伟、贺鑫、王斌、薛栋
梁等人赶赴广州，发现该团伙
之前租赁的办公室已人去楼
空。

经民航部门协助，侦查员
获知，本案主要嫌疑人韦某乐
将于 6 月 7 日晚乘坐飞机前往
江苏南京。6月 7日，刑警大队
又派出 6 名增援人员，在机场
公安的大力配合下，于6月7日
晚在白云机场附近将韦某乐抓

获。经连夜审讯，民警进一步
获取了详细情况。6 月 8 日上
午，民警在广州市白云区某城
中村一处民房内将所有团伙成
员一举抓获。为争取时间，6
月 9 日早上，民警乘第一班高
铁返回。渑池县公安局巡警大
队大队长王咏刚急调运兵车一
辆帮忙押运。当日 17时许，民
警终于将 7名犯罪嫌疑人从洛
阳押回渑池。刑警大队班子成
员在局机关办公楼前为凯旋的
同志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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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赵漓均）6月 11日，河南
法制报记者从宜阳县公安局获
悉，该县一名村民租用收割机将
邻居家的小麦收割后卖掉，后
因涉嫌盗窃被行政拘留 10日。

6 月 7 日上午，宜阳县韩城
镇西关村村民张某准备收割自
家小麦。他到地里一看，发现
小麦不知什么时候被别人收割
了，遂拨打110报警。

接报后，宜阳县公安局韩
城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民
警勘查后认为，从张某地里麦
茬的整齐程度看，丢失的小麦
像是被人用收割机一次性割
走的。

民警将目标锁定在附近作
业的收割机司机身上，经走访
附近群众得知，西关村的赵某
曾在这一片收割小麦。民警找
到赵某，赵某确认张某家地里
的小麦是他收割的。

据赵某回忆，6月5日，西关
村的王某找他收割了张某家地
里的小麦，并用一辆灰色电动
三轮车将小麦拉走。

获悉这一线索后，民警立
即找到王某。在确凿的证据面
前，王某承认了雇用赵某收割
他人地里小麦的事实，并交代
自己已将收割的 604 斤小麦悄
悄卖掉，共卖了676元。

王某因涉嫌盗窃被行政拘
留10日，并处罚款1000元。

酒店保安演绎
上班做保安下班做“大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