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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组团来忽悠 父子双双被刑拘
◇全媒体记者 金树泉 通讯员 杨利军
本报讯 近日， 乌海市公安局乌达
区分局刑警大队成功打掉一犯罪团伙，
及时为受害人挽回全部经济损失。

瞬间
“两”变
“克”鹿茸卖出天价

3 月 20 日早上 8 时 40 分，乌海市
乌达区民达小区 64 岁的王小刚吃过早
点，就溜达到了位于小区西面的便民市
场，看见有两人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
放着两根鹿茸：“卖鹿茸啦，难得一见的
新鲜鹿茸。 ”王小刚走上前去问：“鹿茸
怎么卖？ ”男子见有顾客询问，热情地回
答：“一两 23 元”。 就在这时，又过来一
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穿黑色上衣的
男子说：“这鹿茸看着挺新鲜，真是好东
西呀，我也想买一根，能不能便宜？ ”讨
价还价后说好一两 22 元。 王小刚说：
“我想要半根。 ”卖鹿茸男子说：“要是切
一半，剩下的一半就不新鲜了，要买就
买一根吧。”说着，就把王小刚和黑衣男
子领到一个距离摊位大约有 300 米的
角落里，然后两名卖鹿茸的男子就开始
动手将鹿茸切成片。 刚切了一半，黑衣
男子突然问多少钱？卖鹿茸的其中一名
男子回答：“你这根是 32000 元。 ”黑衣
男子说：“你们不是说一两 22 元， 我没
有这么多钱。 ” 切鹿茸的男子很生气：

“谁跟你说一两 22 元？ 我说的是一克
22 元！ ”，说着冲上前揪住黑衣男子衣
领说：“你还叫男人吗？切好了你不要？”
突然出现的场景吓坏了王小刚，紧张得
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切鹿茸的男子对
王小刚说：“你的这根我给你切完称好
了 1300 克 28600 元。 王小刚一听头懵
了，连忙说：“我没带那么多钱。 ”两个卖
鹿茸男子脸色一变：“那不行，我们跟你
回你家取去。 ”
两名男子跟着王小刚， 另一名男
子跟着黑衣买主走了。 王小刚边走边
觉得有点太亏：“我顶多给你们 20000
元。 ”其中一名男子拿出手机打了个电
话，生气地说：“遇上你们这两个老汉，
我 们 真 是 倒 大 霉 了 ，20000 元 就
20000 元吧。 ”来到王小刚家，一名男
子寸步不离跟着王小刚的老伴， 不让
她给任何人打电话， 王小刚夫妻俩人
开着自家的车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某
储蓄所自动取款机上分 7 次取了
20000 元，交给了其中一名男子。 拿到
钱的两名男子一会就不知去哪了。 回
家之后，王小刚老俩口越琢磨越感觉不
对劲，就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才知道上
当了，赶紧报了警。

蛛丝马迹漏破绽
4 名犯罪嫌疑人凌晨被一网打尽

3 月 20 日， 乌海市公安局乌达区
分局刑警大队接到王小刚报警，在乌达
区住宅楼便民市场 20000 元购买了一
根鹿茸。
接到报警，距离犯罪嫌疑人作案时
间已经过去了 12 个小时， 侦查员放弃
休息，连夜投入侦查。 对案发现场监控
视频和城市道路视频进行认真调取和
查看， 向王小刚详细了解强迫交易经
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根据
2 名嫌疑人去王小刚家里， 又坐车去
某储蓄所取钱的行走路线， 发现犯罪
嫌疑人驾驶的轿车曾经在乌达区中心
医院出现过，然后消失。 根据这一蛛丝
马迹， 侦查员立即在犯罪嫌疑人车辆
出现的周围展开调查走访， 终于在一
家小旅店发现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入住
记录目前已离开这家小旅店。 侦查员
查看进出乌海高速视频， 未发现嫌疑
车辆。 侦查员又对从国道进出乌海的
车辆进行查询， 终于发现嫌疑车辆驶
往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 3 月 22 日凌
晨，侦查员在石嘴山市惠农区一小旅店
内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搜查出
作案工具及赃款。

肥水不流外人田
“孝顺”儿竟然雇爹当“
托儿“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赵志彬、赵老

乐、 付某某、 刘某某 4 人供认了 2018
年春节过后，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市的赵
志彬找来了同村的付某某、 刘某某，将
自己的生财之道全盘托出：“我在县城
赶集的时候看到过有人卖鹿茸，说鹿茸
补肾壮阳，对身体好。 卖鹿茸的还告诉
我说，卖的时候先说按两卖，等一旦切
开，就说按克卖，不行的话，就强迫。 ”为
了把戏演真，也为了在老乡哥们面前树
威信，赵志彬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找一
个年纪大的托儿， 这个托儿的人已找
好，就由其父亲赵老乐来当，出门后，每
天按 150 元钱给他。 至此，另一名和赵
志彬刚一起参与买鹿茸的黑衣男子浮
出水面。 原来是个托儿，而且竟然是赵
志彬雇用的自己的亲爹。
3 月 18 日，赵志彬驾车，4 人来到
乌海市乌达区，在民达小区便民早市西
面找到一块空地，3 月 19 日摆摊无人
问津，3 月 20 日终于遇到买主王小刚，
目前，赵志彬等四 4 人已被乌达警方以
涉嫌强迫交易罪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
在进一步审理中。
民警提示： 广大老年消费群体，买
贵重物品要找专业人员咨询，切勿轻信
坊间游商便宜、神效的宣传，不要跟随
售货人员到偏僻处取钱，遇到危险不要
慌乱，及时向家人、周边人群或 110 求
救。

精短消息

交警集中开展偏远地区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全媒体记者 金树泉 通讯员 于翠敏

本报讯 进入春季，天气逐渐转暖，
城市绿化、 建筑施工等各项生产活动
也陆续开工，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均呈
现上升趋势。 为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
发生，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意识，乌海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国道大队集中开展了
偏远地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将
辖区偏远的农区、施工工地附近、绿化
沿线及交通盲区作为查处的重点区
域，彻底消除驾驶人违法侥幸心理。 违
法 行 为 在 早 6:00-8:00, 午 12:

开展植树活动
筑起绿色屏障

4 月 15 日，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
院开展植树活动。
抵达植树地点后， 干警们迅速开
展工作，通过努力，一排排整齐的树苗
昂首挺立在道路两侧。
活动现场， 一派紧张忙碌的劳动
景象，干警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一起
挥锹培土、夯实土层，现场分工明确，
有条不紊。
全媒体实习记者 王惠 摄影报道

00-15:00, 晚 18:00—20:00 三个时
间段多发， 且多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大队重点加大
了对以上三个时间段的整治， 使打击
工作更加有效。
因为外来务工人员逐渐返乡及
农业生产的逐步展开， 他们多选择
经 济 成 本较 低 的 摩 托 车 、面 包 车 、农
用车等交通工具。 无证驾驶无牌摩
托车、 农用车违法载人、 面包车超
员、 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随着
而来 ，隐 患 重 重 ，因 此 也 成 为 整 治 的
重点。

大队及时调整交通安全宣传工
作重点， 将宣传的主要受众集中在
110 国道、机场路、黄河沿线、甘德尔
山景区、 新时针农业园区等绿化施工
重点区域， 对施工和种植人员开展一
对一、面对面安全宣传。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治， 各类违法
行为明显减少。 期间，共查获各类违法
行为 902 起。 其中无证驾驶 12 起，酒
后驾驶 4 起，超员 5 起。 正因为大队提
前谋划，目标明确、精准打击、有的放
矢，有效预防了死亡事故的发生。

4 月 12 日， 乌海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股工作人员在
办理补证业务时， 发现李某所持照片
和身份证信息不符。股长得知后，立刻
对照片辨认，询问李某，李某一口咬定
就是自己，并声称回去拿来户口证实，
趁机溜走。调取该人的电话核实，接听
电话的是李某的哥哥，经做工作，李某
的哥哥承认， 是弟弟拿了他的身份证
去套取 A2 驾驶证。 下午李某和弟弟
来车管所如实说明情况并做了询问笔
录， 车管所将套证人移交海勃湾交警
大队进一步处理。
金树泉
4 月 13 日上午，乌海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股辅警在办
理赵某补证和审验业务时， 发现此人
左手受伤，该人身体不符合驾车条件，
立即告知股长， 股长查看赵某不仅手
烧伤，左腿也受伤。立即联系体检中心
对其体检，证明赵某目前烧伤，腿的运
动功能受限，不能驾车。驾驶人股和赵
某协商，暂时不予补证，不予办理审验
业务。待身体康复后再来做体检，如体
检仍不合格将降低准驾。 赵某提出没
驾驶证不能处理违章， 股长协调帮助
处理了违章。 对驾驶人股细致合理的
解释，周到的安排，赵某非常理解。 驾
驶人股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杜绝了交通安全隐患的。
金树泉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辆管理所派出 2 名民警参加自治区
公安交管系统执勤执法安全防护送
教上门暨兼职教官第一期培训班，2
名民警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认真严
谨的学习态度，圆满完成培训学习任
务，为今后在工作中更加严格贯彻落
实“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打下坚实基础。
金树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