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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金额 60亿元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7人
乌兰浩特市破获特大虚开发票案
7月 28日晚，乌兰浩特市公安
局隆重举行“7 22”专案组凯旋迎接
仪式。抓捕组的凯旋，标志着乌兰
浩特公安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集团
战、歼灭战，展现了英勇善战、敢打
必胜的过硬本领和铁军形象。
2021年 11月 30日，乌兰浩特
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指令线索，
乌兰浩特市 6家公司涉嫌虚开发票
嫌疑。在调取工商、税务及资金流
向后发现 6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
地和实际业务，法人也对名下公司
做何业务表示不知情。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
案组及打击行动指挥部，梳理工作
思路，指导侦办要点，逐步核实出本
地 41家以咨询、管理为名义的“空
壳”公司。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逐
渐深入，民警在抽丝剥茧循线追踪
中发现这起案件涉及全国多地。
历时 4个月，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在盟公安局经侦支队及相关业务警
种支持下，通过大数据手段，缜密分
析，刻画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找出
重点嫌疑公司及关系人。最终查实
以王某为首的虚开团伙在安徽省亳
州市、乌兰浩特市分别注册成立“空
壳”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
况下，从 2019年至 2022年近 4年的

乌拉特后旗刑警大队

为群众追回
被骗资金14万余元
4月 17日，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
胡某报警称：其在网上刷单被诈
骗 403438元。
乌拉特后旗公安局刑警大
队侦查人员接到报案后，迅速对
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分
析研判，并利用国家反诈中心大
数据，查询到其中两笔款项进入
山东籍和广东籍男子账户内。
侦查人员立即赶赴两地进行侦
查、布控，对涉案资金、人员进行
扣押，并及时返还被害人，为被
害 人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14万 余 元 。
同时对涉案资金账户持有人进
行另案处理。
7月 26日，被害人胡某将一
面写有“人民卫士，一心为民”的
锦旗送往乌拉特后旗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对办案民警帮他追回
被骗资金表示衷心感谢 。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磴口大队
胡松柏

◆现场扣押的电脑、银行卡、公章等涉案物品。
时间里向全国 18个省份、26家企业
虚开发票，价税合计 60亿余元。
7月 11日，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派
出警力到达安徽省亳州市进行外线侦
查，
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的
藏匿地点。7月 25日，
40余名警力克
服天气酷热、
疫情影响等重重困难，
从
乌兰浩特市抵达亳州市。7月26日凌
晨，
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
210名警力
在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安徽省亳州市
等地开始第一次集中收网行动。
截至目前，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成功抓捕 47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现

场扣押电脑 60台、手机 100部、公司
公章 480个、银行卡 560张，冻结资
金 3800万元，涉案金额 60亿元，有
力维护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税收秩
序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将继续加大
力 度 ，最 大 限 度 扩 大 战 果、追 赃 挽
损，不断总结打击行业生态类犯罪成
功经验，进一步提升精确打击、深度
打击、合成打击的能力和水平，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李婧

执勤时被蜂蛰

他休克前最后一通电话在安排工作
“我被蜜蜂蛰了，估计不能执勤
估计不能执勤了，你抓紧来接班，检
了，你抓紧来接班，检查站不能没有
查站不能没有咱们的人。”短短 5公
人。”这是五原县交管大队城镇二中
里的路程，杨勇却感觉走了好久，到
队负责人杨勇休克前的最后一通电
达镇医院后，他告诉医务人员自己
话，他忽感不适后的唯一一通电话， 被蜜蜂蛰了，便一头栽倒在地。
是在安排工作。
经过医务人员一个多小时的救
8月 1日 15时左右，巴彦淖尔市
治，杨勇转危为安，逐渐恢复意识，
五原县交管大队城镇二中队负责人
心跳、血压等体征逐步平稳。据镇
杨勇在刘召高速路入口检查站开展
医院院长介绍，当时情况十分紧急，
疫情防控工作时，一辆从高速路口
民警停下车后，踉跄地走进医院，说
出站满载蜂箱的货车驶入疫情防控
了句自己被蜜蜂蛰了便休克失去了
检查站，执勤民警对车辆及人员进
意识，一头栽倒在地。镇医院迅速
行检查登记、测量体温和采取消毒
开展救治，大剂量使用肾上腺素、地
措施时，突然从运蜂车上的蜂箱中
塞米松等抗过敏药物，救治及时保
飞出成群蜜蜂围绕在检查站工作人
住了一条命。镇医院院长感叹道：
员身边，若干只蜜蜂飞到民警杨勇 “这位民警的意志力真是坚强，当时
头部、颈部，并蛰其脖子、耳朵、面部
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浑身
等多处部位。被蛰后，杨勇忍着疼
冒虚汗，脖子和脸憋得通红，电子血
痛只用清水对受伤处进行了简单清
压计已经量不出数值了，如果再晚
理，
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来 3到 5分钟，肿胀的悬雍垂可能会
几分钟后，杨勇忽然感觉下肢、 彻底堵塞呼吸道，再救治可能就来
嘴唇发麻，疑似过敏反应，立即自行
不及了。”
驱车前往就近的镇医院医治。途
当晚，大队通过 120救护车将
中，杨勇忽然感觉反应强烈，眼前发
杨勇接到县医院进一步观察和救
黑，凭借坚强的意志力，拨通了下一
治。目前，杨勇已顺利出院。
班执勤人员电话：
“ 我被蜜蜂蛰了，
五原县交管大队 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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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牢记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

7月 28日 18时 30分许，姚女士
驾车沿国道 338线由东向西行驶至
鄂托克旗境内 1279公里+700米处
时,车辆驶出道路北侧路基发生侧
翻。幸亏姚女士全程系了安全带，安
全带将其紧紧束缚在座位上，姚女士
只受了轻微伤。
有研究显示，
发生交通事故时，
规范
使用安全带可减少驾乘人员遭受的伤
害，
也可避免驾乘人员因惯性而被甩出
车外，
在事故中的生还率可提高60%。
请广大驾乘人员牢记“安全带就
是生命带”
。
鄂托克旗交管大队 马轰

交易游戏账号入骗局
乘警劝阻及时止损

近日，一名大学生乘坐火车时通
过网络售卖游戏账号，被网友引导至
一个陌生平台进行交易，险些被骗，
所幸铁路民警及时劝阻，当事人未受
经济损失。
8月 2日，在北京西开往包头的
K1115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小阳
求助，称自己可能遇到诈骗。据旅客
小阳介绍，他平日爱玩一款网络游
戏，经过多年“经营”，游戏账号已具
备一定交易价值。在当天乘车途中，
他收到一名游戏网友发来的好友申
请，对方表示想购买小阳的游戏账
号。刚好前些日子小阳听说朋友售
卖游戏账号有不小的收益，自己也想
卖掉账号赚点钱。于是便爽快地通
过好友申请开始聊天，并谈妥以 500
元的价格成交。
对方提出为安全起见，可通过第
三方平台交易，接着就推荐了一个陌
生的游戏交易平台。小阳按对方指
引一步一步操作，对方很快发来一张
已付款成功的截图。可正当小阳输入
银行卡号准备提现时，却被平台客服
告知因他输错银行卡号，
交易被冻结，
平台要求小阳出钱解冻。反复确认银
行卡无误后，感觉自己掉进诈骗陷阱
的小阳第一时间向乘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乘警发现该网友与
小阳的聊天内容与常见的电信诈骗
套路极其相似，判断这是一起以买卖
游戏账号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提醒小阳千万不要上当。乘警分析，
对方提供的交易平台很可能就掌控
在他自己手中，发来的付款截图也很
容易靠
“P图”作假，一旦付款，就掉入
了骗子的陷阱，小阳听后立刻删除了
对方的联系方式。
警方提醒：随着网络的发展，诈
骗嫌疑人的手段越来越多，游戏爱好
者在交易时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尽
量在官方平台进行交易，
保护好自己的
“钱袋子”
。 包头铁路公安处 梁宇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