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期间，窃贼
趁采石场停产无人值守，深

夜撬开门锁潜入，盗走两部电
机。疫情防控期间作案，必须从重
从快处理！因失主无法提供明确的
被盗时间，给警方增加了破案难
度。鲁山县公安局马楼派出所民

警不畏艰难，抽丝剥茧，巧妙
推理，最终将犯罪嫌疑

人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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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车压痕
锁定犯罪嫌疑人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发案在疫情防控期间

3 月初，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许多企业已迈入复工复产阶
段。鲁山县马楼乡何寨村村民贾某
开办的采石场也准备复产了。3月4
日上午，贾某走进采石场做复产准
备工作，却发现两部电机不见了。
他立即拨打110报警。

接到鲁山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
心指令后，马楼派出所所长徐新宇
立即带领民警赶往现场处置。

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向贾某了
解情况后得知，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采石场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无
人看管，他无法确定电机丢失的具
体时间。不过，3 月 2 日贾某曾到采
石场看了一下，电机还在。

案发现场位于马楼乡何寨村外
的一片荒地，位置较为偏僻。民警
白冰、尹社基在勘查现场时发现，此
处道路均为土路，平时群众和车辆
来往较少；且刚下过雨，被盗现场痕
迹遭到破坏，难以辨识。现场获得
的有用线索几乎为零。

民警调取场区 3 月 2 日至 3 月 4
日上午的监控视频，发现狡猾的窃
贼在偷盗之前，将场区出口处的监
控探头拨到了盲区。看来想从监控
视频中找到线索也很困难。尽管如
此，民警还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查看
视频，希望从中发现些许端倪。

扩大排查范围

就在民警感到线索中断，案件陷入困境的时
候，3月9日22时许，坐在电脑前反复观看视频的
尹社基眼前一亮：“有个影子！”

只见探头微弱灯光所及之处，一个显示不完
全的人影出现在监控视频中。

两名办案民警推断，这个影子应该就是嫌疑
人。经过反复观看视频，尹社基发现该影子前后3
次进出作案现场：3月2日19时33分，影子进入现
场，21时21分离开；当日22时10分，影子再次进入
现场，23时20分离开；3月3日零时08分，影子再次
进入现场，到凌晨4时26分离开。看来，3月3日零
时08分至凌晨4时26分，就是窃贼的作案时间。

民警从影子反复进出现场的时间推断，这是
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案件，嫌疑人应该是案发
现场周围村子的居民，并且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比
较熟悉。

办案民警立即调取采石场周边公共视频，走
访沿途群众，但未能发现有用信息。

“很显然，作案者应为附近村民，对这一带非
常熟悉。”案件分析会上，徐新宇推断道，“两台电
机重达500公斤，犯罪嫌疑人一定不是徒手搬走，
并且不是单独作案。”

案件研判会上，办案民警对案件线索进行反
复梳理后，将侦查重点放在排查能够拉走两部电
机的机动车辆和电动三轮车上。

然而，民警排查附近村子的所有机动车辆和
电动三轮车后，发现这些车辆都不具备作案条
件。办案民警决定扩大排查范围，将农村最常用
的人力板车纳入侦查视野。

“这虽然只是一起小
案件，但发生在疫情防控期

间，犯罪嫌疑人顶风作案，破坏生
产，性质恶劣。”徐新宇在接受河南法
制报记者采访时说，“群众利益无小
事，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将持续加大对各类犯罪的打击

力度，确保辖区平安，为企业复
工复产营造稳定的社会

环境。”

为防止打草惊蛇，该派出所
依托“一村一警”工作机制，组织民

警深入村民家中走访，并对采石场附近
有板车的村民家进行重点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 5 天排
查，民警白冰在何寨村五组村民庆某家中，
发现一辆明显有重物压痕的板车。

通过进一步走访排查，民警证实庆某
确实在案发时段出现在采石场附近。

随即，庆某被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
最终，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庆某对

其伙同他人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
供出另一名犯罪嫌疑人于某。原来，庆某
之前曾在采石场干活，知道场内摄像头有
两个是坏的，只有门口那一个能用。他发
现近期采石场内无人看守，就动了盗窃的
心思。3月2日晚，他约上干亲家于某两次
踩点，并于次日凌晨将两部电机盗走。

犯罪嫌疑人于某作案后怕事情败露，
早已潜逃。民警多次到其家中走访，对其
家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释之以法，让他
们帮忙劝说于某投案。3 月 10 日，于某在
家人的陪同下，到马楼派出所投案自首。3
月 13日，派出所民警将追回的两部电机归
还受害人贾某。

目前，犯罪嫌疑人庆某、于某均被鲁山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5天排查
找到线索

●新郑市久鼎建材有限公司公
章及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10184MA45W02X6
T）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润鼎混凝土有限公司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 公 告
受疫情影响，洛阳市河南厨佬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穿越四季餐
厅无法经营，为维护顾客利益，
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16
日处理会员卡客户相关事宜，
联系时间：下午两点至下午六点，
电话0379-61112111。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临颍太得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11220006670）、财务专
用章（编号：4111220006671）遗
失，声明作废。
●汝州市春梅舞校开户许可证丢失，
可准号J4956000640001，声明作废。
●汝州市陵头镇西街幼儿园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可 准 号
J4956000384201，声明作废。
●福建省长冠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夏邑分公司负责人章（陈飞
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侯 云 飞 的 房 屋 他 项 权 证
（2015）094号丢失，声明作废。
●2019年9月29日出生的郭崟
跃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008445，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31日出生的李
颜回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63953，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8日出生的赵妍
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60000，声明作废。

●漯河市中鼎运输有限公司豫

LJ3161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411102015555，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8日出生的张文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34179，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家家乐超市公章（编

号4101850003155）、财务章（编号

410180003157）丢失，声明作废。

●沈丘县莲池镇常吕行政村村

民王学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丢失，编号：41162420021

5090046J，声明作废。

●漯河市凯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LM7363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4014026，声明作废。

●2019 年 1 月 3 日出生的何依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016428，声明作废。

●潘萌萌 00181749 号契税完
税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王怀奇注册号4116286010310
27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中和信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营运证丢失，车号豫PZ2106，
营 运 证 号 411620044537，豫
P9K49挂营运证号是41162004
4540，声明作废。
●郸城鼎信纸业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编号：4116250014388，
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发渣土清运有限公
司豫 PB3973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9978，声明作废。
●因公司名称（原卢氏善都生
物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
卢 氏 善 都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乔莉变
更为田钢），故公司原印鉴卡、
公章、财务章自2020年4月11
日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2020年4月21日

●靳淇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P411882772丢失，声明作废。

●灵宝市民政局遗失30份未开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票

号为：0229460；0052561-00525

88；0076287。遗失 107 份未开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缴款

通知书，票号为0006541；000654

5-0006547；0006564-0006566；

0006661-0006760；00072591，

以上丢失票据，均声明作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开封第四加油站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丢失，编号：

JY14102240005236，声明作废。

●河南源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

凯，执业证号14104198911876

600，声明作废。

●信阳市浉河区伟峰家用电器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豫海橡塑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宏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久安木业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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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利民工程质量技术服
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本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