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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传真12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
晓）近日，郑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京杭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
举报后迅速出击，侦破一起非法销售
药品案，查处窝点两处，查扣药品 26
种，刑事拘留3名嫌疑人。

1 月 5 日 21 时，京杭派出所民警
接群众举报称，郑州市南三环和第三
大街交叉口有人非法销售药品。该
所副所长赵兴业、王继峰带领辅警迅
速赶往现场，将正在非法销售药品的

刘某抓获，并查扣3箱药品。经查，刘
某没有任何销售药品资质和证件。

据刘某交代，其在中牟县城一小
区有一仓库，用于存放药品，上家为贺
某坤。从2020年11月到现在，刘某共
从贺某坤处购买价值90万元的药品，
主要销往许昌和新乡部分药房。当日
23时，刘某和贺某坤约好，在商都路和
明理路路口一加油站交易药品。

赵兴业和王继峰分成两队，一队
负责审讯和查扣刘某的仓库，一队负

责去加油站抓捕贺某坤。
当日23时，赵兴业和辅警将正在

等待交易的贺某坤以及另一名嫌疑
人贺某玲抓获。据两人交代，两人没
有任何销售药品资质和证件，在金水
区一小区有仓库，专门放置药品，存
放了26种药品。

目前，办案民警已将涉嫌非法销
售药品的刘某、贺某坤、贺某玲刑事
拘留，初步查明该案涉案金额 176万
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郑州警方侦破非法销售药品案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陈嘉骏）近日，汤阴县公安局侦
破两起抢劫出租车司机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王某。

此前，该局接群众报警称，
汤阴县菜园镇发生抢劫出租车
司机案。该局刑侦大队及汤阴
县公安局菜园派出所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受害人是
一名女出租车司机。她说，犯
罪嫌疑人在安阳市区搭乘出租
车，当车辆行驶至菜园镇北部
安阳县与汤阴县交界处时，犯
罪嫌疑人徒手暴力控制住自
己，抢走自己随身携带的 100
余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民警调
取出租车内的视频，根据该嫌
疑人的口音及体貌特征，围绕
嫌疑人搭乘出租车时指定前往
的安阳县瓦店乡开展重点排
查。就在民警侦查此案时，汤

阴县境内再次发生一起女出租
车司机被抢案。两起案件作案
手法一致，民警认定系同一人
作案。

办案民警放弃节假日，全
力展开侦查。经过大量走访排
查、视频侦查，民警最终确定两
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王某。
王某居无定所，给抓捕工作带
来一定的难度。在加大抓捕力
度的同时，汤阴县公安局在平
安汤阴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悬赏通告。不久，民警接到群
众举报：某洗浴中心有一男子
相貌与悬赏通告中的王某相
似。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将王
某抓获。经讯问，王某曾于
1999 年和 2009 年因抢劫出租
车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2020
年 7 月刑满释放。目前，王某
被依法提请批准逮捕，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丁娥菊）近日，
市民陈先生来到荥阳市公安局
贾峪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珍藏
的老酒被盗。

陈先生说，自己 10 年前在
贾峪镇某别墅区购置了一套别
墅，把多年来收集的老酒储藏
在别墅地下室里。可是，最近，
别墅连续被盗了三次，虽然只
损失了几箱酒，但窃贼破坏了
别墅的所有门窗。民警立即开
展工作。就在民警调查走访之
际，陈先生家第四次被盗。

“这个案子关系群众安全
感，且不法分子十分嚣张，必须
快侦快破！”贾峪派出所教导员
时纳森说。他带队投入侦查，
案情很快明晰起来。

4次行窃路线相同，都是直
奔目标。民警判断，这4次盗窃

系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熟悉环
境，还会再来。为侦破该案，民
警累计查阅公共视频80余小时，
侦查实验步行超过50余公里，秘
密排查关联人员30余人。此外，
一组警力坚持在现场附近便衣
蹲守。很快，民警的辛勤付出得
到了回报，某别墅区监控室保安
陈某的家属进入民警视线。陈
某的丈夫游手好闲，且与拍到的
嫌疑人影像十分相似。不久，民
警在别墅区抓获了正欲再次作
案的陈某丈夫楚某，又在陈某家
中起获大量赃物。在证据面前，
陈某、楚某供述了作案经过：陈
某 负 责 观 察 别 墅 区 谁 家 有

“货”，楚某负责带人“干活”。
目前，因为涉及其他多起

盗窃案件，陈某、楚某已被移交
刑侦大队处理。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的制裁。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
刚通讯员孟永新）近日，卢氏县公安局范里
派出所侦破一起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案，打
响了卢氏县及三门峡全市公安机关专项行
动的第一枪。

范里镇是卢氏县文物保护重点地区
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冬季天寒地冻
这一“有利条件”，伺机作案。

2020年 12月 6日，有范里镇“活地图”
之称的“一村一警”民警杨雄雄在某山上
发现有人盗掘化石。范里派出所所长张
源、副所长王建华和杨雄雄等人于当晚乔
装打扮，冒着风雪上山摸情况。在泥泞湿
滑的道路上，张源一行深一脚、浅一脚地
前进，终于抵达目的地——山梁后的一处
陡坡下，发现附近留有铁锹、铁锨、一辆人
工小推车和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个装着
疑似化石的编织袋。为了不打草惊蛇，张
源安排杨雄雄留下蹲守，探明嫌疑人情
况，随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抓捕计划。

据杨雄雄反馈，嫌疑人共有 4名。不
久，张源和王建华、民警李东伟分别带人，
会同先期带两名辅警蹲守的杨雄雄，兵分
四路，将正在盗掘化石的4名嫌疑人擒获。

经查，范里镇居民毋某某伙同亲戚范
某某，找来当地村民王某某、王某，借着风
雪天气掩护，到山上挖洞采探，盗掘化石。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漯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薛华通
讯员冀永杰）1月10日，中国人民警察节当
天，漯河市公安局郾城分局龙塔派出所民
警、辅警坚守岗位，抓获一名偷车贼。

当日7时45分，龙塔派出所民警刘致
远带领辅警陈龙朝、李孟珂、苏正喜来到郾
城区某医院附近，执行蹲守盗窃电动车嫌
疑人的任务。

蹲守期间，刘致远等人发现一名中年
男子穿黑色外套、戴黑色帽子，骑着一辆单
车频繁出现，疑似踩点。随后，该男子在5
秒钟内，打开了停在路边的一辆电动三轮
车的驾驶室门。刘致远立刻带领陈龙朝、
李孟珂、苏正喜出击，将该男子抓获。

民警经初步审讯查明，该男子名叫谢
某某，曾有吸毒前科。谢某某对盗窃电动
车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趁恶劣天气盗掘化石
4名不法分子落网

警察节当日守株待兔
抓获一名偷车贼

涉案金额176万元

本报永城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祁飞 通讯员 张浩）近日，永城市多
个乡镇社区发生电动车电池被盗
案。永城市公安局精准研判，快速
出击，将男扮女装的犯罪嫌疑人抓
获归案。1月 11日，犯罪嫌疑人陈
某远等三人被依法提请逮捕。

去年 7 月以来，永城市接连发
生多起电动车电池被盗案。民警
通过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嫌
疑人系两男一女，其中一名男性每
次作案时均穿长裙、戴假发。三人
作案后没有固定逃跑路线，反侦查
意识较强。

永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刘光，和指挥刑侦等部门民警组
成合成作战中心，对类似案件进行
串并梳理，汇总案件特征以及犯罪
嫌疑人视频资料，仍未能找出犯罪
嫌疑人正面相貌特征。合成作战
中心转变侦查思路，专案民警克服
困难，走访调查，顺线追踪，经过 7
天连续奋战，终于锁定犯罪嫌疑人
藏身之处。随后，专案民警在永城
市西城区将犯罪嫌疑人陈某远、姜
某侠、杨某杰等三人一举抓获，当
场扣押作案用卡车一辆。

据三名嫌疑人交代，自 2020年
7月以来，他们相互勾结，在永城市
多个乡镇及城区周边作案40余次。
为逃避打击，陈某远每次作案时，均
身穿裙子，戴披肩长发，冒充女性。

1 月 11 日，三人均被永城市公
安局提请逮捕。

男扮女装偷电池
接连作案被抓获

中原油田公安局
侦破跨省组织考试作弊案

本报濮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李梦扬 通 讯 员 卢建永 刘红
叶）近日，中原油田公安局民警辗
转两省 10多个地市，侦破 2019年
国家“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濮阳油田考点组织考试作弊案。

2019 年 9 月 21 日，办案民警
以1名替考者为线索，查明犯罪嫌
疑人张某阳等 4人在 2019年国家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中，
组织考生跨江苏、河南两省 10 多
个地市，为30余人替考作弊，非法
所得48.65万元。民警克服涉案范
围广、抓捕难度大等困难，先后组
织 20 余次抓捕工作。目前，涉案
的40余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随后，濮阳市华龙区法院依
法审理了张某阳、肖某刚、祁某
磊、王某亮等4人涉组织考试作弊
罪一案，在张某阳“零口供”的情
况下，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3年零
2 个月。被告人肖某刚、祁某磊、
王某亮分别获刑 3 年零 1 个月、3
年和 2年零 11个月。该案非法所
得48.65万元已被追缴。

男子出狱后不思悔改
抢劫女司机被抓获

夫妻合伙盗窃别墅区
民警连日蹲守抓小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