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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谎称代办驾驶本
诈骗他人钱财终伏法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逐步提高，购卖机动车的人越来越
多，机动车的数量与日俱增。一些违法
犯罪分子趁机作案，以快速办理驾驶证
为名，借机诈骗急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群众。
“ 警 察 同 志 帮 帮 我 们 ，我 们 被 骗
了。”2018年 3月 19日，受害人范某某、
秦某某、秦某某三人不约而同来兴和县
刑侦大队报案。
“ 赵某某常年跑大车，说
是认识很多关系，可以帮我们办理驾驶
证。”接到报案，兴和县刑侦大队立即展
开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后，对受害人办
理驾驶本的做法进行批评教育。4月 5
日，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对作案
事实供认不讳：赵某某谎称自己能办理
驾驶证，先后收取受害人 16000元（办
理 4个驾驶本），随后将几名受害人手机
信息拉黑，经刑侦大队民警们做工作，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积极退还诈骗财物，
现赵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机动车驾驶证必须到正
规驾校报名并通过考试方能取得，妄想
不考试花钱购买驾照的捷径行不通，反
而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通过非正常
途径取得驾驶证是违法行为，驾驶证也
会被吊销。
（通讯员 倪卫平）

未及十八少年郎，本该游戏与
伙伴，坐读于教室，憧憬未来，作为
社会。殊不知偶日惊觉伸手来财之
快也，恒行之盗窃迷途路，一日案发
终身悔！

三人合伙一天内驾车
三次持凶器抢劫获刑
近日，丰镇市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抢
劫案，依法以犯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刘某
某、任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50000元。
丰镇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一、
2017年 3月 30日上午 11时许，被告人
刘某某、任某某、闫某某（另案处理）在
丰镇市城区内发现被害人吴某某拿着
一个手提包上了一辆红色面包车，便驾
车尾随。行驶到丰镇市巨宝庄镇月饼
园区入口的公路旁时，被告人任某某开
车将被害人吴某某驾驶的红色面包车
逼停在路边后，被告人刘某某拿刀、闫
某某（另案处理）拿斧子下车向被害人
索要财物并击打被害人的汽车玻璃，被
害人躲到车的后座上，二人将面包车的
副驾驶玻璃砸烂，取走被害人放在副驾
驶座上的棕色手包和一袋食品。包内
放有两本收据、一张外国币、一张旧版
五元面值的人民币。被抢棕色手包经
鉴定价值人民币 40元，被抢劫的财物总
价值为人民币 45元。
二、2017年 3月 30日中午 12时许，
被告人刘某某、任某某、闫某某（另案处
理）来到丰镇市看守所附近，看到被害
人张某某独自在新城区派出所路边走
着，被告人刘某某下车将被害人的挎包
抢走，包内有现金 200余元、优兰黛牌钱
包一个、di
or口红两支、谭木匠牌木梳
子一把以及身份证等物品。经鉴定被
抢物品价值人民币 1360元。
三、2017年 3月 30日下午 19时许，

被告人刘某某、任某某、闫某某（另案处
理）来到丰镇市南城区新城湾村附近，
看到被害人段某某骑电动车在路边行
驶，后由被告人任某某驾车追赶被害人
段某某并将其逼倒在路边，被告人刘某
某下车将被害人掉在地上的包抢走，包
内有金色 OPPOR9手机一部以及银行
卡等物品。被抢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
币 1300元。在被告人刘某某、任某某、
闫某某（另案处理）准备逃走时被驾车
回家的村民田某某用车挡住了去路，后
三人下车手拿砍刀、斧头等工具将村民
田某某的头部和左手食中指砍伤。后
被告人刘某某被闻讯赶来的村民制
服。经鉴定，被伤村民田某某损伤程度
构成轻微伤。
丰镇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
某、任某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暴力手段多次抢劫公民财物，
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且系共同犯罪。被
告人为了抗拒抓捕，实施暴力，致被害
人田某某轻微伤，依法酌情从重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
十三条第（四）项、第二百六十九条、第
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
决，被告人刘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50000元。被告
人任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
年，并处罚金 50000元。二被告人赔偿
被害人田某某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
理费、误工费等 12537.
4元。
（通讯员 陈瑞霞）

商都县交管大队开展春季岗位
大练兵和业务知识学习活动

根据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转作风、优服务、促发展”专项活动要
求，为不断提高全队民警、辅警的个人
素质，进一步强化加强教育训练，推进
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增强民警、辅警
人员的政治、业务、体能素质，提高执法
水平，解决交管队伍在整体素质和实战
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努力
建设一支作风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安队
伍。商都县交通管理大队从 4月份开始
开展为期一个月大练兵和业务知识学
习活动。
此次大练兵活动，大队本着“立足
岗位 注重实效”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
强化队形队列、指挥手势、法律知识以

及体能训练为主要内容，锤炼民警意志
和提高警务技能。练兵时间为每天上
午 7:
20—7:
50。根据各业务岗位要求，
大队制定了实战岗位的练兵和培训工
作计划，以增强基层民警实战能力，全
面掌握交管工作应知应会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为标准，针对性地进行安排，
坚持岗位练兵与集中训练相结合，最终
实现练兵目标和全面提升队伍整体凝
聚力和战斗力。
活动中，该大队领导带头参加，全
程督导、确保培训效果，并严格请销假
制度，切实加强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通讯员 张占粉）

频繁盗窃扰民居
深夜撬门皆为财
话说公元 2
0
1
8年 2月 2
5日，兴
和县某超市老板前来刑侦大队报
案：
“小店昨夜被盗，五条中华、一条
好猫牌香烟，洗头膏、洗面奶颇多，
求速速破案。”逾数日，某小区售楼
处和某小商品批发先后报案，涉案
金额竟达 4万之多。接警后，兴和县
刑侦大队甚是重视，副大队长田云
及其得力办案民警，经验丰富，研判
案情：现场皆留硬物开锁痕迹，墙上
亦有明显攀爬痕迹。田队及办案民
警大胆猜测几起案件诸多巧合，料
定同一人或同一伙人作案可能性极
大，且嫌疑人必是经过踩点确认各
处无人及财物情况，否则哪能如此
轻易得手。得这预判，众人不敢懈
怠，立即着力相关排查工作，力争早
日破案。

警方全力查行踪
黑手渐得浮水面
“还群众安宁！”正是列位参战
民警心声。不与放过一缕蛛丝马
迹，不与放过一丝价值线索，走访案
发地周边群众，开展视频监控巡查，
以往发生类似案件进行串并案，将
案情进行详细之分析，众工作俱有
条不紊之进行。集尽线索汇聚，嫌

疑 人 逃 跑 路 线 、作 案 时 间 、作 案 特
点 、有 无 同 伙 之 线 索 皆 有 重 大 突
破。经数日缜密侦查及分析研判，
犯罪嫌疑人之轮廓逐渐清晰，未曾
想，诸多证据皆指向一未及 1
8岁网
瘾少年。

层层筛查现真章
网瘾少年终落网

目标确定，还群众之真相，令群
众心安。众民警皆表态：坚决不使
其漏网。兴和县刑侦大队随即商定
抓捕之思路，着手网吧布控排查。3
月2
0日下午 1
7时许，当犯罪嫌疑人
朱某某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之际，
一副冰冷手铐将其拉回至现实世
界。然此时犯罪嫌疑人，似并无意
识自己逐步走向深渊。于审讯室，
近乎游离之眼神、低沉沙哑之声音
诉说自己从网瘾少年再至一名犯罪
嫌疑人并锒铛入狱之
“蜕变”情况。
朱某某，兴和县某乡人氏，未及
十二，母逝，父酗酒成性，每醉殴其
子，至之性格孤僻。兄疼之，送之修
车，不成即返。偶迷之网络，惊觉盗
窃来财之快，于 2
0
1
6年遂盗一轿车，
获刑八月；刑满不思悔改，重操“旧
业”，现案件正进一步审理，候之乃
法律严厉制裁。
或曰:
孔子三岁丧父，韩愈、居里
夫人皆父母早亡，逆境成才，名满天
下，时也？命也？逆境相同然出路
不同，孰之过？实乃自身之误，何来
怨 天 尤 人 之 说 ，洁 身 自 好 ，敬 畏 法
律，方是正道！
（通讯员 倪卫平）

集宁区城管局加强围挡整治，
美化市容环境
为加强对工地规范施工、文明
施工的监督管理，提升施工现场环
境卫生品质，自入春以来，集宁区城
管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目前存在的建
筑工地施工围挡（墙）不规范、围而
不施工、围挡破烂（旧）、围挡歪斜脏
乱、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进行摸排，开
展了施工工地规范围挡集中整治行
动，进一步美化城市环境。
一是对设置不规范、年久失修、
老化破损的围挡，进行维修、改造、
刷新、整饰工作，同时更换多块有关
“十四运”的公益围挡。
二是对市区建筑工地围墙、景
观围墙和临时施工围挡进行全面摸
底排查，督促指导设置单位依据相
关标准、规定、要求，规范做好围挡

设置工作。
三是进入工地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普法教育、片区排查、工地
检查以及高效受理投诉、举报等方
式，强化行政执法力度，大力开展整
治，并对市区内建筑工地围墙、景观
围墙和临时施工围挡上张贴的商业
广告、公告全部予以清理。
下一步，集宁区城管局将根据
施工工地排查现状，认真组织开展
施工工地规范围挡专项宣传活动，
提 高 施 工 单 位“ 规 范 围 挡、文 明 施
工、安全施工”的作业意识，并制定
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以及有效的长
效治理方案，确保施工工地的围挡
规范有序。
（通讯员 路婧）

集宁区城管局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