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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3 个月，河南平顶山警方
从一条细小线索入手，成功

破获“3·11”特大系列组织、领导传销、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
害、诈骗案，一举摧毁假借“传销”名
义的涉黑涉恶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
疑人 25 人，捣毁传销窝点 7 个，解救
遣返受害人190余人，破案20余起，查
扣现金 110 余万元，查封冻结赃款 360
余万元，查扣车辆5辆，查封车辆1辆、
房产3处,涉案金额高达1200万。

今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开封群
众刘某明拨打平顶山市 110 指挥中心
电话报警称：“今年 1 月 2 日，儿子小
鹏到平顶山市区人民商场附近约见
女网友至今未归，期间向家里要几次
钱。小鹏接打电话时怯声怯气、好像
被人控制。”

小伙约见女网友遭拘禁

接到报告，当日值班领导，平顶山市公
安局副局长毛卫东立即指示建设路公安分
局组织精干力量侦办，网安技侦支队全力配
合。民警展开调查，初步判断小鹏可能被传

销组织控制。
11 日 11 时 40 分，民警发现小鹏和两名

青年男子在新华区焦店镇出现。建设路公
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宁安带领民警

王巍快速驱车赶至该区域。一见民警靠近，

两男子撒腿就逃。随即，在焦店立交桥南侧

池塘边两人被控制。

据小鹏讲，今年 1 月，他在网上认识了

一个叫“萍萍”的网友。不久，两人的关系迅

速升温，成了男女朋友。

1 月 2 日，小鹏到平顶山和“萍萍”见

面。逛街、购物后小鹏带的钱所剩无几。陪

着“萍萍”的两个闺蜜撺掇着，回“家”聊聊。

一进门，小鹏感觉不对劲，就打算往外跑。

这时，几名男子进了客厅 ，直接把他放倒，

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手机、身份证也被
收走。过了两天，“主任”申某要求他缴纳一
套 3900 元的“产品费”，购买郑州久宝保健
品，这样就算“上线”赚钱了。

小鹏不愿意，陈某成、杨某威就强行利
用他的手机、身份证信息下载了几十个贷款
软件，将借贷的 7000 余元交给申某。

“一直以来，申某、杨某威、陈某成等人
在言语上恐吓小鹏，并采用罚跪、扇嘴、揪头
发、不让吃饭。”民警介绍，小鹏“吃喝拉撒”

都有人盯着；同时，逼迫他每天定时参加
“营销”培训。

因涉嫌非法拘禁，3 月 11 日，建设路分
局依法将“看守”小鹏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闫
某豪、上官某某刑事拘留。当天下午，又将

“看守”人员、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并刑事拘
留，捣毁位于卫东区同乐街的传销窝点 1
个。抓捕捣毁行动首战告捷。

“黑恶”外衣终被揭开

3 月 15 日，民警对 3 名犯罪嫌疑人提审
取得重大突破。此案并非简单个案，背后或
有更大的犯罪集团。“他们通过暴力胁迫和
强力洗脑等形式，迅速将受害人质变成害人
者，传销组织实质上成为他们掩盖涉黑涉恶
真相的外衣”。专案组初步认定，该组织已
从经济犯罪质变成暴力黑恶势力犯罪。

4 月 4 日，建设路分局民警在侦查中获
悉：“萍萍”王某萍和该团伙骨干成员，晚上
在开源路某饭店开“中层年会”，交流经验、
再冲业绩。核实情况后，专案民警迅速部署
抓捕行动。当晚 19 时，当该团伙骨干全部
进入房间时，众民警冲入包厢，将现场 17 人
全部带回公安机关。

4 月 5 日上午 9 时许，正在紧张讯问时，

犯罪嫌疑人赵某各的两部手机频繁交替响
起。大队长宁安判断可能是同伙，随即接通

电话，获知该男子正是警方寻找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成。大队长宁安带民警火速前往约

定地点，陈某成出现在宁安车前，女特警出

身的宁安迅速下车，从陈某成身后箭步上

前，一个搓肘别臂，趁其不备将其牢牢摁压

在地控制。当天，抓获的其中 12 名犯罪嫌

疑人被刑事拘留，并捣毁位于卫东区繁荣街

市场、矿工路德信泉超市西侧家属楼等处的

传销窝点 5 个。

经查，该犯罪集团层级分明，他们 8—

10 人为 1 组，分别租住在平顶山市卫东区黄

楝树、劳动路、繁荣街一带的小区组织、发展

传销活动，以“家”的形式长期蛰伏于居民小
区。不同"家庭"按照上线统一调配进行“业
务往来”，采取“5 级四阶制”(5 个级别、5 个
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

在查获的相关物证中，警方发现，这个
组织有约束力极强的纪律。团伙成员必须
无条件执行服从领导、不与其他团伙联系、
不准谈恋爱等“网络管理十不准”制度，严格
执行邀约、奖惩、寝室管理、每天定时上报交
钱情况等规定，定期开展野外拓展训练，增
强团伙的组织性和凝聚力。 (大河)

河南小伙约见女网友遭拘禁
警方调查一举摧毁假借“传销”名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解救遣返受害人190余人

6 月 4 日晚至 5 日上午，海关展开了打击

出口走私钢铁废碎料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

罪嫌疑人 245 名，查证涉案钢铁废碎料约 241

万吨，案值约 48 亿元。

据介绍，钢铁废碎料是钢铁生产过程中

不成为产品的下脚料以及报废的设备、构件

中的钢铁材料，是钢铁循环利用的优质再生

资源，是唯一可替代铁矿石用于钢铁产品制

造的原料。利用过程中可大大降低废气、废

水、废渣的排放量，减少了能源消耗。对钢

铁废碎料的充分利用，不仅是突破资源瓶颈

制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必然要求，更是降低碳排放、缓解对铁矿石

依赖的重要途径，为此我国对其出口征收

40%的关税加以限制。

海关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一段时间以来

钢铁废碎料出口数量骤增，存在低报价格走

私出口的重大嫌疑，涉及全国多个地方。海

关总署缉私局遂集中开展研判，基本掌握了

低报价格出口走私钢铁废碎料的犯罪证据，

随即决定开展打击出口走私钢铁废碎料联

合专项行动。

6 月 4 日晚 10 时，海关总署统一指挥，广

东分署缉私局以及黄埔、天津、石家庄、上

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长沙、广

州、深圳、拱北、江门、南宁、海口、湛江 17 个

海关缉私局在地方公安和海警部队的配合

下，多地联动、重拳出击，开展打击出口走私

钢铁废碎料集中收网行动。行动分为 363 个

行动组，分别在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

江、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同时展

开抓捕和搜查行动。截至 6 月 5 日上午 9 时，

行动共打掉钢铁废碎料走私团伙 65 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 245 人，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
案，现场查扣查获大量物证、书证等相关证
据一批，初估该案案值约 48 亿元。

记者了解到，行动中厦门海关缉私部门
共出动 216 名民警，34 个行动小组，在福建
厦门、泉州、漳州，广西南宁等地同步开展打
击废钢出口走私专项行动，打掉废钢走私团
伙 5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8 名，现已初步查
实涉案废钢约 5 万吨，案值约 7800 万元，涉
税约 1670 万元；石家庄海关此次查获的两起
案件中，涉案公司采取制作虚假合同的方式
向海关申报出口钢铁废碎料，申报价格不足
实际成交价格的一半，以此偷逃应缴关税。

经初步查证，以某琛公司、某泰公司等
为首的多个走私团伙在国内收购钢铁废碎
料，通过低报价格的方式向越南、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走
私出口钢铁废碎料约 241 万吨。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法制)

男子因琐事
杀妻子1家3口

隐姓埋名逃亡23年后被警方抓获

全国海关集中开展打击走私钢铁废碎料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45名

打掉走私团伙65个案值约48亿

厚某逃亡厚某逃亡2323年后被警方抓获年后被警方抓获

“现在想想，她当时是有些过分，但是也不至于让她死。”
厚某杀害妻子 1 家 3 口后，逃往外地 23 年后被警方擒获，近
日面对警察，他平淡地说。1995 年 7 月 7 日，辽宁朝阳市发生
了一起命案，结婚刚两年多的厚某因琐事将妻子、岳父和妻
姐杀害，而后逃亡。

25 年前，厚某经人介绍与张某结识，两人见面后，互有好
感，很快确立了恋人关系。没过多久 2 人便结为夫妻，但是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张某期待的那样。开始过得还算甜蜜，但
是到后期，张某感觉日子有些平淡。

婚姻维持了两年多，两人感情逐渐破裂，张某提出了离
婚，起初厚某并不同意，两口子为此经常吵架。甚至张某怀
孕后，瞒着丈夫做了引产，做完手术后，张某才告诉丈夫，因
为这件事厚某非常生气，两人又吵了一架。

案发前几天的一场冲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两人感情破裂，厚某于是到妻子张某的单位去和她谈

谈，但是两人一见面就吵了起来，还差点动起手，张某的同事
过来将两人拉开，两人分开时，厚某的头部被妻子用桶砸伤。

厚某回家后感到郁闷，买了一把刀，又用玻璃瓶子自制
了一个“炸弹”，准备找妻子寻仇。

几天后，也就是 1995 年 7 月 7 日，厚某喝完酒后，带着
“炸弹”和刀具守在了妻子上下班的路旁。当看到岳父骑车
送妻子时，厚某上前将二人拦下。

“她看见我态度很不好，还推了我一下。”厚某回忆道，被
激怒的厚某拔出刀子刺向张某的脖子，一旁的岳父见状掏出
一把钳子冲过来，厚某回身又将岳父刺倒。已经红了眼的厚
某想到妻子的二姐支持妻子离婚，于是奔向在附近摆摊的二
姐，将她一刀捅倒在地。随后，厚某隐姓埋名逃亡 23 年。

案发后，警方随即锁定了厚某，但是却始终没有寻到他
的踪迹。23 年来，警方每年都会去外地寻找线索，却一直没
有进展。

2018年5月，警方通过一家外地旅店得知一条线索，厚某每
年四五月份都会去黑龙江一个农场打工。5月30日，警方将正在
打麻将的厚某抓获，已经化名的厚某并不承认自己的身份，直
到警方将其带回朝阳，他才供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