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案破案
故事

本栏目征集热线：13379898000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男子吴某奋

“不走运”，即将做成一笔大“买卖”时，

中途被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便衣大

队（以下称飞鹰大队）给搅黄了。吴某

奋当时不在现场，成漏网之鱼。过了

半个月，吴某奋发现没有警察找上门，

以为风声已过，蠢蠢欲动想干一把

“大”的。9月19日零时许，吴某奋骑

着电动自行车出门寻找“货源”时，在

滨海大道一栋大楼门口处被几名黑衣

人前后夹击控制。“我们是海口市公安

局琼山分局便衣大队的。”听到这句

话，吴某奋立刻瘫软在地。经飞鹰大

队半个月追踪，这个狡猾的盗窃电动

自行车嫌疑人终于栽了。

报警
同一地点两车被盗

9月1日早上7时，海口市市民王

先生来到日月广场附近一停车点取电

动自行车时，拿出遥控器一按，竟没有

听到“滴滴”的回应声，找了一遍后仍

没发现自己的电动车。发现自己的车

是被偷了，王先生赶紧报警。

当天8时左右，飞鹰大队还接到

一起电动自行车被盗的警情，地点也

是在日月广场附近。

接警后，飞鹰大队五中队队员赶

到现场调查发现，被盗的电动自行车

都是停放在没有人值守的场地，附近

没有公共视频。失窃时间大概在天亮

之前。便衣队员现场走访调查，没有

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飞鹰大队队员扩大搜索范围。一

个小时后，队员发现在距离王先生丢

失电动车地点200米远一个不起眼的

角落里，停着一辆很像王先生所描述

的电动自行车。经确认，是王先生的

电动自行车。

蹲守
3天后等来取车者

为了人赃俱获，飞鹰大队决定不

挪动王先生的电动自行车，并安排一

名队员在附近蹲守。9月4日晚上11

时，蹲守队员发现，现场附近开来一辆

新能源货拉拉小货车。小货车司机下

车后，把王先生的电动自行车装上小

货车，随后锁上车门离开。

为了不打草惊蛇，蹲守队员将相

关情况向飞鹰大队领导汇报。队领导

让队员紧跟在小货车后面。小货车开

上了G98环岛高速公路东线。队员赶

紧开车跟了上去。队员了解到，该小

货车续航约100公里，因而判断其去向

可能是定安县。

当时，有一名飞鹰大队队员在与

定安相邻的琼山区甲子镇新民墟配合

开展防疫工作，距仙沟互通出口几公

里。大队领导指示该队员赶到仙沟互

通出口处，与在那里执行防疫任务的

定安县公安局民警沟通配合，以防疫

需要将小货车截停，查看车上是否装

有被盗电动自行车。其他飞鹰队员驾

驶车一路跟随。果然，小货车从G98环

岛高速公路东线仙沟互动下了高速。

意外
取车者不是盗窃嫌疑人

9月5日凌晨2时20分许，小货车

被民警截停后，紧随其后的飞鹰队员赶

到。小货车后门被打开后，车厢里装载

着5辆电动自行车。经检查，其中一辆

电动自行车是王先生的，9月1日早上

报警丢失的另一辆电动车也在其中。

民警立即突审小货车司机。小货

车司机交代称，9月4日下午他在线上

接单后，下单人就带他到停车位置指

认了需要运输的电动自行车，下单人

说因为其当天没空，让司机晚上自己

来拉走电动自行车，除了运费，额外给

搬运费。按照下单人提交的地点，要

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拉到定安一个村

庄。民警查看了小货车司机的接单记

录，的确如其所言。

根据掌握的线索，琼山警方确定

了盗窃嫌疑人吴某奋的身份信息，但

是一直未能确定其住所。

落网
嫌疑人半月后想干一把栽了

9月18日，琼山警方根据线索，确

定吴某奋租住在龙华区龙昆下新村。

9月18日23时许，飞鹰队员准备

排查吴某奋所住楼房时，刚走到一楼

就与吴某奋打了个照面。飞鹰队员故

意波澜不惊地与吴某奋擦肩而过。

吴某奋身高1.8米，体型较大。为

了保险起见，现场的飞鹰队员悄悄跟

在吴某奋后面，同时向大队汇报情况，

请求支援。飞鹰队员跟踪到国贸附近

时，发现吴某奋不紧不慢地骑着电动

自行车，看到单独停放的电动自行车

就停下来看看，似乎在寻找作案目标。

9月19日零时许，支援的飞鹰队

员赶到滨海大道某大楼门口处，正好

吴某奋也路过此处。飞鹰队员立刻冲

上去将吴某奋控制住，于是发生了开

头的一幕。

经讯问，吴某奋承认了小货车上所

运载的5辆电动自行车都是他偷的。

原来，9月1日凌晨，吴某奋骑电

动自行车到日月广场附近将张先生停

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大锁破坏后，撬

开电门开关。由于没办法同时骑走两

辆电动自行车，他将盗窃的电动自行

车推到离现场稍远的地方藏好。当

晚，他用同样的手法共盗窃5辆电动

自行车并停在不同地点。随后几天，

他时不时到现场看看，发现5辆电动

自行车没有被动过，于是放下心来。

为了掩人耳目，他想通过货拉拉小货

车把5辆电动自行车运到乡下藏起来

伺机出手。

目前，飞鹰大队已将嫌疑人吴某奋

移交案发地国兴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海口一嫌疑人偷5辆电动车藏好，在网上下单租货拉拉运走

想干把“大”的结果栽了
■本报记者 李崇育

嫌疑人吴某奋被飞鹰大队抓获，右为被盗电动车（琼山警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孙
利强 谭超 唐梓耀）9月 17日至 18

日，海口海警局接连查扣8艘涉嫌非

法捕捞作业渔船，抓获涉案人员 63

人、查获渔获物7500余斤。

9月17日凌晨，海口海警局美兰

工作站、龙华工作站联合在琼州海峡

附近海域查获3艘涉嫌非法捕捞作

业渔船，查获渔获物3200斤，涉案人

员29名。

9月18日12时33分许，海口海

警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文昌抱虎角

附近海域，有多艘电拖网渔船正在作

业。接警后，该局立即派出两艘执法

舰艇前往处置。海警执法员赶到现

场后，发现有5艘渔船在进行拖网作

业。海警执法员随即喊话要求停船

接受检查。但嫌疑渔船非但不停船

接受检查，而且企图现场销毁电线及

渔网等作业工具。海警执法员果断

采取措施，迫使嫌疑渔船停船，并成

功登临检查。经查，该5艘渔船上共

有渔网 12 张、电机 5 部，渔获物约

4300斤，涉嫌非法捕捞。目前，相关

涉案渔船及船员已被带回做进一步

调查。

海口海警2天查扣8艘涉嫌非法捕捞渔船

抓获涉案人员63人

嫌疑人指认涉案渔网（海口海警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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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百日行动百日行动””全省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认尸公告
2022年6月11日16时许，在三亚市君和君泰旁发现一名流浪男子，因

其患病送至三亚人民医院治疗，于6月 23日身亡。尸长163cm，年龄约

55-65岁全身赤裸，颈部右侧有一12*12cm大小肿瘤。如有男性亲属失踪

或可以提供线索群众，请与办案民警麦警官联系：0898-88381478。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荔枝沟派出所

2022年9月22日

本报讯（记者董林）东方一男子自

称“有门路”可以帮忙安排孩子入学，

只需一二万元就能“搞定”，短短4个月

时间便诈骗了40名学生家长，涉案金

额70余万元。目前，该男子已被东方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

办中。

9月 20日，东方市居民符某和杨

某报警，称被一名叫卢某的男子以“有

门路”可以为学生办理入学事宜为由

骗取70余万元。

接到报警后，东方市公安局指令

该局刑侦大队迅速展开调查。经该大

队办案民警调查核实，卢某以为学生

办理在东方市上学为由实施诈骗，自4

月至8月，累计收取40名家长为其子

女办理入学费用，涉案金额70余万元，

后用于打牌和个人生活开销，其本人

并没有能力为被骗家长的孩子在东方

市办理入学。

卢某到案后，对其编造有关系为

他人办理东方市学生入学为由，骗取

他人70余万元，用于个人消费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自称“有门路”帮忙办入学
东方一男子诈骗40名家长70余万元被警方抓获

本报讯（记者黄君 杨希强）近

日，海口市公安局华分局犯罪侦查大

队联合城西派出所捣毁一个电信诈

骗窝点，一举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7月以来，龙华分局犯罪侦查大

队经过调查和研判，查出在海口市龙

华区某小区内有一伙人在从事电信

诈骗活动。分局犯罪侦查大队联合

城西派出所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民警经调查，摸清了藏匿在该小区的

电信诈骗窝点及其成员的身份信

息。随后，抓捕组民警经多日蹲守，

于9月17日对该团伙进行“收网”，在

该小区某民宿内将9名犯罪嫌疑人

一举抓获，并在现场扣押赃款7万余

元和作案手机12部。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

有3人负责对外收购银行卡，有4人

负责实施诈骗，剩下2人负责“跑分”

（洗钱）。该犯罪团伙主要是通过社

交平台，在网上寻找游戏玩家，谎称

能够进行游戏充值，让被害人将资金

转账到指定账户进行诈骗。诈骗得

手后，该团伙在海口市内流窜取现以

及购买黄金首饰的方式，将涉案资金

变现。

经审讯，9名犯罪嫌疑人均对其

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电诈窝点藏匿小区民宿
海口警方一举捣毁，抓获9嫌犯

本报讯（林鸿河 记者许光伟 马
宏新）9月 17日，儋州市疫情防控社

会管理组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公安、

海警、洋浦海关等部门召开打击涉海

走私严防疫情输入工作协作会议。

会议要求，要严格要求船只落

实渔船进出港登记、适航检查等渔

船作业基本安全要求。综合行政执

法、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对频繁进入

边界线船只，提升风险管控等级，列

入管控黑名单，禁止其参与捕捞；要

用好北斗监控系统、AIS系统和社管

平台船舶监管系统掌握渔船轨迹。

要持续落实好 24 小时北斗监控、9

个渔港联防联控组港员值班值守、

专人巡查、定时上报归档等日常管

控工作，实时掌握渔船动态。要持

续加强临近边线渔船预警提醒，消除

隐患；各职能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

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联合处置，形成

打击近海非法捕捞和海上走私整治

合力；开展反走私宣传，采取“线上+

线下”的方式，加大教育宣传和督导

检查力度。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陈焕
林）9月 21日，澄迈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县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对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点、维修

点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检查行动，从源

头管控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

检查组对各乡镇（街道）的电动

自行车销售、维修网点开展全覆盖消

防安全检查，重点对各电动自行车销

售及维修场所是否存在违规“三合

一”经营，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

效等问题进行检查。对于检查发现

的问题，检查组当场进行了反馈，并

就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管理进行

指导，要求各场所负责人要进一步落

实消防安全责任。

澄迈消防检查电动车销售点维修点消防安全

发现问题 指导整改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张
昌琼）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消防救

援大队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消防

安全检查中，对辖区一家存在火灾隐

患的宾馆下达了限期整改令。

9月15日，白沙消防救援大队监

督执法员对一家宾馆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宾馆存在过滤呼吸器过

期，部分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

灯损坏，室内消火栓压力不足且设置

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等隐患问题。

为督促该宾馆及时整改，该大队依法

向该宾馆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要求其限期整改。

白沙一宾馆部分应急照明灯等损坏

存火灾隐患被责令整改

文昌多部门开展反恐应急
处置演练

提升队伍
协同联动能力

本报讯（陈瑜）9月21日上午，

文昌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

反恐实战化演练，完善反恐案事件

处置工作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反应、

突击攻坚、协同联动能力。

演练中，3名由工作人员扮演

的“嫌疑人”到某学校教学楼持刀

“追砍”过往行人。学校保安持械与

之对峙并拨打110报警。文昌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收到报告后，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指令各相关单位前往

现场处置。辖区派出所、附近巡逻

警力、武警勤务警力及特警备勤警

力先后赶到现场，合力制服3名“嫌

疑人”，并通知120对“受伤”人员进

行医疗救护，交警对现场附近路面

进行管控，刑警对现场进行全面勘

查。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9 月 20日

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交警在营根县城国兴大道零

公里路段，查处一名酒驾男子。

当晚，违法行为人王某驾驶一辆

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入该路段。交警依

法将该车拦停，进行例行检查，经呼气

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数值为 78mg/

100ml，达到酒驾标准。

最终，交警对王某酒后驾车的交

通违法行为做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

记12分并扣留车辆的处罚。

酒后驾驶摩托车上路
琼中一男子被记12分罚2000元

本报讯（记者王巍）9月 20日晚，

屯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辖区

派出所开展夜查执法整治行动中，查

获一起饮酒驾驶电动共享单车且不戴

头盔的违法行为。

“我就是去前面。骑小黄车也有

事？主要我还很清醒……”被查时，驾

驶电动共享单车的驾驶人如是说。

执勤民警现场指出其违法行为会

带来的危险后果并要求其配合接受检

查。该驾驶人经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

58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

车。该驾驶人称，自己刚才就喝了一杯

米酒，以为没事，所以才骑车上路。

交警依法对该驾驶人进行批评教

育，并对其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及

驾驶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两项

违法行为合并处以80元的罚款。

喝酒骑电动单车也违法
屯昌一男子被查时称“还很清醒”

江苏一男子涉嫌抢劫杀人
潜逃28年

被三亚民警
蹲守抓获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
陈俊锐 谭婕）近日，三亚警方协助

江苏无锡警方抓获一名潜逃28年

涉嫌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

9月16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

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江苏省无锡市宜

兴市公安局协作请求，称潜逃28年

的涉嫌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唐某

文（男，49岁）近期藏匿在三亚海棠

辖区。

接报后，海棠分局刑警大队立

即展开调查。经过走访摸排，分析

研判，民警发现唐某文近期在海棠

区某工地附近出现，随即在其可能

出现的地点进行蹲守。9月20日上

午，民警将唐某文抓获。

经查，1994年2月3日，江苏省

无锡市宜兴市十里牌乡长圩村渔场

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发后，唐

某文潜逃至今。

目前，犯罪嫌疑人唐某文已移

交江苏无锡警方。

临高交警进企业开展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

结合案例讲解
交通违法危害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9 月 19

日，临高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

警到辖区内丰业碎石场和中交二局

碎石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活

动，持续推进“减量控大”事故预防

工作，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民警向各企业负责人分析辖

区内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针对货运

车辆的运输特点及可能发生的交

通事故隐患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

流。民警结合近期发生的重大交

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讲解超速、

超载、疲劳驾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的危害性，要求企业负责人与车

辆驾驶员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摒

弃交通陋习，养成良好的驾驶习

惯，自觉做到开文明车、行文明路、

做文明人 。

民警要求各企业负责人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和安全责任，切实把

监管措施落到实处，加强对驾驶员

的监管教育，定期对驾驶员做好交

通安全知识宣讲及对车辆开展安全

检查，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儋州召开打击涉海走私严防疫情输入工作协作会

联合执法处置 形成打击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