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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债 两男深夜砸车玻璃偷盗

松山区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松山区公安分局了解到， 为了
尽早将欠下的贷款等债务偿还上，一
个月来， 赤峰市男子任某伙同好友在
深夜干起了砸车窗玻璃盗窃的勾当。
债务不仅没还上，近日，急功近利的两
人被送进了看守所。
据了解，3 月 7 日 9 时许， 朱某到
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报案称，3 月 3 日 7 时许， 其停放在松
山区虹桥丽景小区西门的轿车副驾驶
车窗玻璃被砸碎，车座上的拎包被盗，

内有一部平板电脑、4 张银行卡、4 张
信用卡、身份证、社保卡和纪念币等物
品，价值近万元。接到报案后，松山区公
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立即前
往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连日来，通过不
断调查走访并调取沿街视频， 民警发
现近一段时间以来， 两名戴着黑色口
罩和帽子的男子总是在凌晨两三点出
现在现场周围，进一步调查后，两名男
子的身份也被确定， 分别为任某和杨
某， 且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3 月 22
日， 办案民警在松山区将两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
经讯问， 犯罪嫌疑人任某交代，其

与杨某为朋友关系，为了尽快将手头几
万元的债务还上，从今年 2 月末开始，
其下夜班后， 驾车与杨某一起到马路
上“转悠”，两人用手电筒照亮，看到车
内有拎包， 便用石头或者螺丝刀将车
窗玻璃破坏， 将包内的财物盗走平分。
从 2 月末到案发， 二人在赤峰市松山
区、红山区和元宝山区共作案 6 起，涉
案价值近万元，所盗财物部分被嫌疑人
丢弃，部分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并发还
给被害人。
目前， 犯罪嫌疑人任某和杨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松山区公安分局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的相关取证工作还在进行中。

19 人获脱贫攻坚
最美人物

4 月 14 日上午 9 点 30 分， 由喀
喇沁旗委宣传部、马鞍山村两委主办的
马鞍山村脱贫攻坚路上最美人物颁
奖典礼在喀喇沁旗举行。 19 个最美人
物分别获得最美勤劳脱贫户、 最美脱
贫引路人和最美科技示范户、孝老爱
亲示范户、和睦家庭示范户、尊师重教
示范户、最美庭院示范户。活动旨在进
一步发挥先进人物典型的示范带动
作用，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
人物典型为榜样，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实
践，奋起作为，全力打赢脱贫摘帽攻坚
战。 全媒体实习记者 肖璐摄影报道

男子专偷高档自行车
网上兜售被抓

偷狗顺手拎大鹅 被处刑罚赔了车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张杨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
体记者从赤峰市新城公安分局了解
到，近日，新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快
速破获一起系列自行车被盗案 30 余
起，涉案总价值 5 万余元。
据了解，自 3 月份以来，新城公
安分局连续接到新城多个住宅楼内
自行车被盗的报案， 接到报案后，刑
警大队侦查员迅速赶到现场调取监
控录像，发现犯罪嫌疑人大多选择在
白天作案，目标为失主放在小区楼道
内的高档自行车。调查时发现嫌疑人
作案前乘坐一辆白色轿车，侦查员立
即对该白色轿车进行调查，经过排查
50 多辆轿车后找到了该车， 通过调
查发现该车是滴滴出行用车，通过调
取滴滴打车记录，确认正是实施盗窃
的犯罪嫌疑人，且打车地点为八家某
小区附近。 侦查员随即兵分两路，一
方面重点对八家某小区附近进行蹲
守，另一方面调查嫌疑人使用的手机
发现其有在网上兜售自行车的嫌疑。
经过连续多昼夜的排查蹲守，4 月 11
日，终于将犯罪嫌疑人张某宇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宇对盗
窃多起高档自行车的事实供认不讳，
据张某宇交待，其事先乘坐公交车或
打滴滴到作案现场， 得手后骑车离
开，通过网上平台联系买家，用物流
将车发走。目前，张某宇因涉嫌盗窃
现已被新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本报讯 昨日， 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元宝山区法院了解到，近日，元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夏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判处被
告人王某、赵某罚金各 2000 元。
据了解，前段时间，夏某去韩某处
买狗，虽然没有中意的，但是有只要下
崽的大狗却吸引了夏某的目光。 夏某
嘴上答应帮韩某联系往外卖， 心里却
打起了小算盘。过了一段时间后，夏某
对出窝的小狗崽念念不忘， 找到被告
人王某和赵某， 提议到韩某的养猪场
“溜一圈”。 夏某让王某给韩某打电话
试探在不在家， 碰巧韩某生病在医院

输液。几人简单分工之后，开始下手。
赵某负责放风， 有人来就按喇叭开车
跑。夏某和王某翻墙进院，来人就往旁
边树林跑。进院之后，王某拿了木棍一
手牵着大狗一手拎着饲料袋子， 夏某
头也不抬一口气就装了 10 只小狗崽。
临走的时候夏某发现院子北侧的大白
鹅、珍珠鸡长得肥美，连忙塞了 2 只鹅
便往外走。三人得手后，眼看“战果累
累”，还饶有兴致的开车到附近饭店庆
祝了一番。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整个过
程已经被韩某院子的录像记录下来，
等待他们的是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夏某的汽车因为系作案工具被予以没
收，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元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夏
某、王某、赵某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系共同犯罪，故作如上判决。

检察之窗（203）

宁城县检察院狠抓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本报讯 在检察机关经历部分职权
调整、面临转型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为
保证全院工作进入全市检察行列排头
兵， 宁城县人民检察院党组立足长远
发展，决定补齐短板，发扬长处，通过
强力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扩大民
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靠能力和水平继续提升检察机关的法
律监督权威。
一是明确将公益诉讼工作作为今
年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不仅限于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发现民事公益诉讼

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也
要及时上报或依法办理，以更好保护国
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围绕生态检
察、绿色发展主题，做好服务大局相关
工作。三是持续抓好高检院要求的涉及
核心业务数据方面的普通民事行政申
请监督案件办理工作。四是认真做好上
级院部署的非诉执行案件和虚假诉讼
案件监督等专项工作， 促进公正司法，
维护法制尊严。 五是狠抓队伍建设，努
力打造一支政治合格、业务过硬、清正
廉洁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
（国佳）

红山区开展
种子市场专项检查
◇全媒体记者 胡军

本报讯 昨日，内蒙古晨报全媒体
记者从红山区农牧业水利局种子管理
站获悉，人勤春早，随着春耕备耕的开
始， 红山区农牧业水利局种子管理站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春季种子市场专项
检查行动，为农民春耕保驾护航。
红山区农牧业水利局种子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种子销售比较
集中的文钟镇和桥北街道， 对种子经
营门市进行逐户检查。 此次种子专项
检查的重点包括各类种子的备案、经
营档案、包装标签等内容。还包括全面
排查辖区内所有交易市场、经营门市、
代销网点购销合同、销售台账等情况。
检查过程中，对于销售假冒、伪劣种子
的经营户， 工作人员要求其立即停止
销售。 对于在复检中仍未进行整改的
经营户，工作人员将对其进行严厉处罚。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向种子经销
商发放了《致农牧民朋友的一封信》，
以增强广大农民朋友的维权意识。对
于如何购买到放心、 安全的种子，红
山区农牧业水利局种子管理站工作
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目前，红山区共有种子经销门市
38 家， 主要集中在文钟镇、 红庙子
镇、桥北街道等地。在为期一个月的
专项检查中，红山区农牧业水利局种
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还将对种粮大
户进行入户调查，对农民所购种子的
来源、品种、数量及购货凭证等逐一
登记，确保农民买到放心种子。

翁旗打响
“保护候鸟
专项行动”攻坚战
◇全媒体记者 陈秀俊 通讯员 徐赢男

本报讯 赤峰市翁牛特旗是天
鹅、大雁等候鸟迁徙北上途经赤峰市
境内最重要的迁徙停歇地之一，今年
入春以来， 已迎来大批候鸟在此停
歇。近日，据红山派出所民警监测，成
群结队的天鹅、 大雁云集在老哈河流
域的红山水库、白音套海等地，如此之
多的候鸟齐聚此处，近年来实属罕见。
入春以来，辖区派出所民警奔波
于乡村大街小巷和集贸市场，采取多
种形式开展了以保护候鸟爱护自然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到目前
为止共计悬挂宣传条幅数百条，发放
宣传单万余份， 受教育群众万余人
次。专项行动开始后，翁旗森林公安
局还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台、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保护
候鸟关爱自然的重要性和救助候鸟
的感人事迹， 不断加大宣传报道力
度， 到目前为止累计发表新闻 10 余
条，很多新闻报道纷纷被各大门户网
站、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新媒体转
载发布，构建起了多平台、全方位、立
体式的宣传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