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记者 王建芳 实习生付

永栋"身着崭新警服!胸戴二级警司

警衔! 看见车辆违法立马前去查处!

但只要车主塞给他
!"

元或
#""

元!

就立即将司机放行!这名交警为何如

此目无法纪" 原来他是个假警察# 近

日!这名假交警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

岁的潘某自
$%"&

年从河南

省政法学院法律系进修毕业后!就

一直赋闲在家$ 今年
#%

月份!忍受

不了家人唠叨的潘某决定外出挣

钱!但是他并没有积极去找工作!而

是到省公安厅旁一家商店内购买了

一套
''

制式交警冬装!并佩戴了二

级警司警衔 %领花 %警徽和
%%%(()

的警号! 之后又从一交警临时休息

点内偷出了一本 &简易程序处罚决

定书'$

#%

月底!&全副武装'的潘某

上路&执勤'了$

&

#%

月
$(

日!我驾车途径郑州

市北环路与福彩路交叉口时逆行了

一段! 结果被一个姓潘的年轻男交

警拦下!当时他准备开罚单!我就塞

给了他
#%%

元钱! 他没说话便放行

了$ '司机崔雷说$

&

##

月
*

日! 我开车途经郑州

市福彩路和畜牧路交叉口时! 接了

一个电话!被一个男交警拦下!他给

我开了
$""

元罚单! 我试着给了他

+""

元!没想到他接了!他的警号是

"""(()

$ '司机杨付军说$

据悉 ! 从
+"

月底到
++

月
+'

日!潘某不断地在福彩路%中州大道

与北环路交叉口附近对违法车辆进

行罚款! 多次接受违法司机的私自

&递款'!因此而敛财
+$""

多元$

++

月
+'

日上午
)

时!潘某又到

中州大道与北环路交叉口准备罚款

时被接到群众举报的真警察抓获$

检察机关认为! 潘某的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

九条之规定!涉嫌招摇撞骗罪!遂批

准逮捕潘某$

!线索提供 党玉红 张浩"

安报讯 近日! 省豫西监狱在办

理下半年减刑假释工作期间! 开展

了执法监督检查活动$ 监狱纪委监

察室检查小组通过检查基础台账 %

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办法!对服

刑人员的日常计分考核% 特殊岗位

罪犯% 三类罪犯和今年下半年拟呈

报减刑假释的罪犯进行了重点检

查$ !徐平胜 闫杰"

!"

!"#$

!"#$%&'()$*+,-./012#

责任编辑 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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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

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李小龙"

+$

月
*

日下午! 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了以张刚%张强为首的组织%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的判决结

果$ 被告人张刚被依法判处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 被告人张强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
+$

年*其他
+'

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不同的

刑期$

经法院审理查明!自
+''!

年开

始!被告人张刚%张强纠集两劳释

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 采取暴

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实施一系列

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地逐步发展

成为以张刚%张强为首!以郑东亮%

陈顺利等
+*

人参加的带有黑社会

性质的犯罪组织$ 该组织结构相对

稳定!人员众多!有明确的组织%领

导者和固定的成员 !张刚 %张强二

人各有分支!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和

一定的分工$ 该组织以张刚%张强

家中肠衣厂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等

手段垄断驻马店市区内的猪皮%猪

小肠收购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经济

实力$ 被告人张刚还通过吴春林等

人以其恶名和强制手段参与驻马

店市内及县区桥梁运输吊装工程*

张强则通过吴强%张珂等人采取威

胁%恐吓手段 !强包他人工程敛取

非法的经济利益!用于个人开支和

支持该组织活动 $ 为确立强势地

位%称霸一方!该组织以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手段! 多次进行持枪%刀

实施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妨害公务

等违法犯罪活动$

+''&

年
$

月! 被告人张刚为垄

断驻马店市收购猪皮猪小肠生意!与

商户樊建光发生矛盾!伙同其他人将

樊建光打成轻伤$

+''(

年
*

月
,"

日!被告人张刚%徐军富等
&

人在一

歌舞厅!因徐军富与被害人吕靖争舞

伴!双方发生争执!吕靖被打死$

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刚 %张强

的行为已构成组织 % 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 被告人郑东亮%陈顺

利等
+,

人是该组织的参加者 !被

告人孙云等
&

人分别犯包庇罪 !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安报讯 !首席记者 吴倩 实习

生 吴成龙
-

文图" 两岁大的儿子身

患白血病!性命岌岌可危 !身为父

亲的被告人王某却因持枪斗殴被

通缉!有家难归!潜逃两年后终于

选择自首$ 昨日上午!郑州市管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与以往

不同的是!为配合&

#$

+

*

'法制宣传

日活动!该院专门将法庭设在了河

南工程学院内!近
,%%

名大学生旁

听了此案$

持枪斗殴闯了祸

检察机关公诉称!

$%%&

年
'

月

$!

日
$$

时许! 被告人王某委托朋

友李某等人与被害人预谋! 邵某%

张某等人相约到郑州市城东路一

家娱乐城的包房协商因打架致伤

赔偿一事$ 因双方言语不合协商未

果! 王某就持猎枪伙同另外持短

枪%砍刀等凶器的数名男子 !闯入

包房内!对天花板开枪并在走廊里

将于某%邵某头部砍伤$ 经鉴定!于

某%邵某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伤了人后!王某当晚就逃回了

许昌老家!后东躲西藏一直没有归

案$

$%%&

年
#$

月
)

日!受不了精神

压力的王某最终选择用电话告知

公安机关其猎枪所放的位置!当日

公安部门到此处将该猎枪及猎枪

子弹
!

发扣押$

$%%)

年
!

月
$'

日!

王某又专门到公安机关投案$

检察机关以聚众斗殴罪和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王某提起公

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庭痛哭愧对病儿

&这两年!我东躲西藏的!日子一

天也没有好过$ '在法庭上!说起这段

逃亡日子!王某悔不当初!失声痛哭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子! 他才两

岁大就得了病! 我却在外边回不了

家'$在法庭调查中!王某在法官的询

问下说起了这两年的感受$至于为何

事发两年后才投案自首!王某这样解

释,&当时孩子年龄还小! 患了白血

病!病情严重!我舍不得他们!现在孩

子的情况有了好转!觉得一直逃跑不

是办法!就去自首了$ '

&你的枪是哪里来的" '

王某说!猎枪是整理去世的表哥

遗物时发现的!在他人不知的情况下

私自存放了起来!后来便在与人相争

时派上了用场!以致惹下祸端$

在法庭辩论中!被告人的律师

提出! 被告人有自首和悔罪表现!

并且认罪态度良好 ! 全部供认不

讳!应当予以轻判$ 被告人的律师

还提出! 如果聚众斗殴罪名成立!

则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则应被吸

收在内 $ 对于辩方律师的辩护意

见 !公诉人指出 !王某实施犯罪之

前就已经非法持有了枪支!其非法

持有枪支危害的主体不同于聚众

斗殴的危害主体!所以应当另行以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刑事责

任!实行数罪并罚$

在发表公诉意见时! 公诉人面

对被告人及在场的几百名大学生

说!该被告人的儿子身患绝症!他却

因触犯法律锒铛入狱不能照看孩

子! 教训可谓深痛! 实在是令人惋

惜$他提醒广大学生!生活中发生纠

纷很常见! 一定要注意使用合法手

段去解决!否则将因小失大!白白耽

误青春年华$

最后!法官当庭宣判了此案!被

告人王某以聚众斗殴罪和非法持有

枪支% 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年

&

个月$

!线索提供 李鸣鹤 李翠霞"

安报讯 近日!新郑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加大了对套牌车的打击力

度$今年
##

月
##

日
#*

时
,%

分!该

队二中队民警刘遂兴% 王书涛%郭

军伟在副中队长李琳的带领下沿

#%(

国道由北向南巡逻至大高庄转

盘处发现!一饭店门口停着两辆车

都悬挂着豫
.)&*'$

号牌! 一辆是

松花江面包车! 一辆是奥拓轿车!

民警对两辆车都进行了查扣$ 经过

调查!面包车驾车人叫李强 !提供

不出面包车的行驶证等合法手续$

李强说!他的车没有入户!用的是

朋友的车牌!今天两人正好在一起

吃饭!两辆车停在了一块!结果被

民警逮了个正着$ 最后!李强被罚

款
+!""

元并记
&

分$ !朱永涛"

安报信阳讯 !记者 陈建章 通

讯员 李广忠 王冠申 吕晓玲 "信阳

市 河区某局纪检书记李某等利

用职权伙同村民骗取退耕还林补

助款 !昨日 !这起由该区检察院反

贪局立案查处的案件一审审结$ 被

告人李某被判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

徒刑
+$

年 *验收人员王某 %李某某

被判犯贪污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

年* 村民王某某被判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
&

个月$

原来!被告人李某拉拢自查验

收人员王某 % 李某某在
$"",

年
++

月
+

日与胡港村村民签订租赁土

地
+"*,/$

亩的承包合同!利用对退

耕还林工作调查%规划 %设计 %勘验

等职务便利 ! 在同年
#%

月向省林

业部门报送虚假自查验收报告骗

取退耕还林补助款
$,/'',&

万元 $

$%%!

年 !

,

人伙同胡港村村民王某

某用同样的方法骗取新增
(%

亩退

耕还林补助款
#/&#

万元$

庭审时 !李某等辩称主观上并

没有骗取的故意 !向省里报送自查

验收报告时已经开始实施种树了 !

李某的辩护人也为其作无罪辩护 $

检察官及时针对被告人的法庭表

现!当庭出示了侦查阶段搜查出来

的李某的生活日记 $ 日记显示 !退

耕还林工作
##

月
#*

日才购进树

苗 ! 而自查验收报告在
#%

月份就

报送了$ 日记使李某自相矛盾之处

和逃避罪责的心态暴露无遗$

纪检书记合谋贪污
日记暴露犯罪踪迹

被
告
人
法
庭
上
痛
哭

省豫西监狱
坚持#四个到位$

安报讯 为实现监狱的长期安全

稳定! 省豫西监狱严格落实省厅要

求!坚持&四个到位'!扎扎实实开展

各项工作$ 一是认识到位!在思想上

做到一时一刻不放松警惕* 二是教

育到位! 深化干警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和安全防范意识*三是措施到位!

调动干警工作积极性* 四是直接管

理到位! 严格落实干警直接管理制

度$ !康更立"

省豫西监狱
开展监查活动

暴力垄断市场%承揽工程%敲诈勒索

!"#$%&'()$*+,-.

/012$34

%5671)89:

原来&这个警察是假的'

俩车牌号一个样
究竟哪辆是真的

追捕民警恁面熟
原来是来抓自己

安报讯 &我想着离家乡那么

远!就不会被你们抓住!我说看你咋

恁面熟--'日前!伤人后逃到外地

被抓获的陈某对追捕民警说$

$%%&

年! 鄢陵县张桥乡的陈某

与本村村民陈某某发生矛盾!将陈某

某打致重伤后潜逃$鄢陵县公安局张

桥派出所一直没有放松对陈某的抓

捕工作$ 今年
#%

月!该所民警查得陈

某在江苏一带打工! 遂赶赴江苏抓

捕$ 经过明察暗访!民警得知了陈某

的确切活动地点$

#%

月
,#

日!陈某刚

到打工的工厂上班!就被从家乡来的

民警抓获$ !贾志豪"

持枪斗殴

潜逃两年后自首

河师

!

安报记者 张东 通讯员 张大勇

#$

月
$

日
(

时
#!

分 ! 商丘市

区某校六年级学生刘佳 .化名 /和

往常一样独自步行上学 !当他行至

欧亚服装街时 !一辆白色面包车突

然停在他身旁 !一名青年男子从车

上下来将刘佳强行拉上车 $ 随后 !

面包车疾驰而去$

)

时
!%

分!刘佳

的父亲向商丘市公安机关报案$

接到报案后 ! 通过现场走访 !

商丘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获悉 , 犯罪

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辆无牌白色五

菱之光面包车 !将刘佳拉上车的男

子身穿黑色衣服!戴墨镜和口罩$

当日
#%

时
$%

分!刘佳的父亲接

到一名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称刘佳

在他们手里!让其准备赎金
,%

万元$

刘佳的父母是个体商户! 家境殷实!

民警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起以勒索钱

财为目的的绑架案$当日
#!

时许!犯

罪嫌疑人再次给刘佳的父亲打来电

话! 要求他带上
,%

万元赎金于当日

#(

时赎人$ &你总得让我和孩子说句

话吧$'按照民警的安排!刘佳的父亲

和犯罪嫌疑人周旋$

当日
#&

时!有群众举报,在商丘

市睢阳区高辛镇!一辆无牌白色面包

车从上午就一直停在那里没有动!车

里面好像有人$

人质很可能在高辛镇#商丘市公

安局立即启动市区所有设在暗处的

治安卡点搜寻犯罪嫌疑人% 嫌疑车!

武警%民警等参战人员悄悄向高辛镇

进发$ 在此期间!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多次打电话催款!但每次与刘佳父亲

联系的时间都很短!且不断变换交易

地点$刘佳的父亲只有按照民警的安

排拖延时间!与其周旋$

当日
$%

时许! 解救人质小组通

过秘密侦查获悉!人质就在群众举报

的车里$

$%

时
$)

分!趁着夜色!解救

人员悄悄靠近面包车$一名武警迂回

过去! 飞起一脚将车窗玻璃踹碎!其

他人员迅速打开车门!当场将负责看

管人质的犯罪嫌疑人彭某控制!刘佳

安全获救$ 民警在车上搜出钢管%仿

真塑料手枪%胶带等作案工具$

据彭某交代!他的两名同伙驾驶

一辆无牌绿色奇瑞
00

轿车! 在商

丘师院新校区附近$ 随后!民警在商

丘市平原路与团结路交叉口附近将

另两名犯罪嫌疑人燕某% 潘某抓获$

从立案侦查到人质获救%犯罪嫌疑人

落网!警方仅仅用了
#$

个小时$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ABCD

绑匪索要赎金 !"万元&!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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