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11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晶 吴晓辉) 长期以来，假
牌、套牌都是令全体市民非
常痛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近段时间以来，聊城交
警部门充分发挥移动警务
的作用，查处了大批假牌套
牌违法行为，仅在1 0日一
天，全市便共查获15辆假牌
套牌车，从4月10日下午到
11日上午，聊城城区交警执
勤二大队二中队利用移动
警务查获4辆假牌车。

据了解，4月10日上午，
市交警支队对城区执勤民
警下达指令，车牌号为鲁
PV09 2#、鲁PF2 9 0#、鲁
P022N#小型轿车系假牌
车，发现后须立即采取措

施。为在第一时间内获取假
牌车辆的行驶轨迹，市交警
支队决定使用移动警务终
端笔记本，在交警支队平台
布控，利用卡口实时预警，
通过车辆实时轨迹，安排部
属警力，择机将其查扣。

10日14时29分，平台在
兴华昌润路口南向北方向
发出预警，执勤民警高度警
惕，最终假牌车鲁PV092#
于14时37分在振兴柳园西
向东左转时，被执勤民警当
场查获。11日上午8时52分
59秒车牌号为鲁PF290#的
小型轿车在聊城交警支队
平台弹出其激发预警的信
息，显示其在聊堂昌润路口
西向东直行车道左转，执勤
民警立即采取措施，9时17

分39秒将该车查获。11日上
午9时2分17秒车牌号为鲁
P022N#的小型轿车，在聊
堂昌润路口北向南方向激
发平台预警，负责该路段的
执勤中队合理部署警力，通
过近一个小时的跟踪摸排，
10：30分时将其查获。

警方介绍，利用移动警
务，4月10日全市共查获15
辆假牌套牌车，从4月10日
下午到11日上午，执勤二大
队二中队利用移动警务查
获4辆假牌车。移动警务在
打击假牌套牌车辆中，发挥
着积极作用。

民警介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

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
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伪造、变造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
该机动车，处10日以下拘留，
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使用其他车辆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

聊城移动警务显“神威”

交交警警一一天天查查处处1155辆辆假假牌牌套套牌牌车车

独独行行大大盗盗狂狂偷偷沿沿街街店店铺铺1100余余次次
涉案价值五万余元，目前已被东昌府警方抓获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朝旺 孙明华

河南一名男子吃住在网吧，夜间像幽灵一样骑山地车，戴大口罩用事先准备好的撬棍撬开街头门
面房锁入室盗窃，2017年以来，作案10余起，盗窃笔记本电脑、手机、山地车、电动车等财物及现金，涉案
价值5万余元。4月2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这起系列入室盗窃案件，犯罪
嫌疑人于某被成功抓获。

沿街门店

夜间被洗劫一空

2018年岁末年初，聊城
市城区沿街店铺销售经营
进入黄金季节，店主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个个摩拳擦
掌、铆足干劲，准备多挣点
钱过个好年。1月10日，在城
区站前街经营饭店的杨某
早早起床，来到自己打理的
小店准备一天的备用材料，
刚到小店发现门锁被撬，收
款机电源线被剪断，一个苹
果ipad电脑、现金3000元被
盗。门店被盗，让杨某一家
心里添了堵、蒙上一层阴
影。闻报，东昌府刑侦一中
队队长任民立即组织警力
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调取
监控视频，走访周边群众，
侦查破案工作迅速展开。办
案民警在该店柜台处发现
了剪刀一把，据店主杨某介
绍，该剪刀一直在厨房存
放，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作案
时使用过。而后，将在现场
发现的剪刀送市公安局有
关部门做鉴定。

2017年12月8日，110指
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在卫
育路某店被盗一辆自行车
和1000元现金；11月28日7
时，接群众报警：在振兴西
路某足疗店一辆电动车、手
机和20元现金被盗；11月21
日，接群众报警：在东昌湖
南关岛附近一家饭店两台
笔记本电脑、500元现金被
盗。为及时消除案件不良影
响，还百姓安宁放心的生活
环境，案发地辖区的刑侦、
派出所，一方面强化社会面
治安巡逻防控，一方面组织
精干力量组建专案组全力
开展破案攻坚。

案件梳理比对

高科技锁定嫌疑人

案件发生后，东昌府分
局领导高度重视，多次组织
合成指挥中心和刑侦一中
队民警召开案件研判分析
会议，迅速成立专案组对此
案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民
警对近期城区门店盗窃案
件进行逐一分析，从作案时
间、作案手法、作案人数进
行研判，发现这些案件的案
发时间均在凌晨1时至4时
之间，嫌疑人用撬棍等工具
破坏门锁进入店内窃取财
物。专案组民警综合分析认
为，嫌疑人破锁能力强、身
材较瘦，很有可能是单人作
案。作案多起未被发现，嫌
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
识，有可能是前科人员。专
案组经综合分析后，扩大调
查范围，对2017年以来聊城
市城区沿街门店被盗的案
件逐一进行梳理，通过比
对，发现在每个现场均出现
一男子身影，该男子骑一辆
山地车独来独往、神神秘
秘，戴大口罩遮住半个脸，
作案手段、作案时间段，基
本相同，民警断定该神秘男
子就是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面目遮挡、身份
信息皆无，如何确定嫌疑人
身份信息成了摆在专案组
民警面前的难题。然而经过
一系列的工作后，却未发现
嫌疑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正当办案民警苦苦寻
找嫌疑人时，从市公安局有
关部门传来喜讯。市公安局
经DNA比对发现，曾打击处
理过的前科人员于某(男，
汉族，32岁，河南台前县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嫌疑人网吧落网

涉案价值五万余元

确定嫌疑人后，专案组
民警立即赶到河南省台前
县围绕于某近期活动轨迹
开展调查摸排，通过秘密走
访了解到，于某被警方打击
处理后，与其家人、朋友等
断绝联系，独来独往，居无
定所，嫌疑人竟毫无轨迹，
仿佛从人间蒸发。侦查抓捕
嫌疑人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专案民警没有气馁，适时改
变侦查思路，不厌其烦地从
传统侦查到科技手段，通过
警务大数据分析研判。

4月2日，发现犯罪嫌疑
人于某正在东昌府区某网
吧内上网，合成指挥中心民
及一中队民警联合出击，于
当日18时许将犯罪嫌疑人
于某成功抓获。

面对审讯，嫌疑人只承
认1月10日这起盗窃案是他
所为，审讯人员问起其他门
店盗窃案件，他拒不承认盗
窃行为，当民警摆出证据

时，又承认偷过手机，声称
盗窃时间和地点已记不清，
企图蒙混过关。但这些伎俩
都被民警识破。见状，又摆
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架势，面对讯问始终闭口不
言。民警准确分析嫌疑人心
理薄弱环节，精心制定审讯
计划和审讯提纲，通过政策
教育、证据施压等各种方法
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最终
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被彻
底摧毁，交代了全部犯罪事
实。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对
自2017年1月份以来在东昌
府区沿街饭店盗窃十余起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涉案
价值五万余元。目前，犯罪
嫌疑人于某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

在此，办案民警提醒广
大店主，尽量安装质量好的
防盗门锁、卷闸门或防盗
栏，并安装报警器。关店或
下班时将门窗等关好锁好，
不要将现金和笔记本电脑
等贵重物品留在店内。此
外，如市民发现有人砸沿街
店铺门时，要及时报警，这
样有助于警方及时破案。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在莘县同享蔬菜专业合作社
里，十几位6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推
着小推车往大棚里走，看到办事处
的领导燕塔街道肖屯村人钱桂兰赶
紧感谢说：“若不是你们我连个买菜
的钱都没有，现在一个月也能挣个
2000元左右的了，还是党扶贫政策
更好”。像这样的贫困户在合作社干
活的有123户，这个特殊的“扶贫合
作社”是专门为年龄偏大无技术的
贫困户设立的，就是把效益比较好
的农业合作社做了统计，备案的现
在有20家，按照就近安排的原则把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安置到农业合
作社上班。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工作。 (王运兰)

“扶贫合作社”成为

莘县燕塔发展新支点

为了让医保普照每一个贫困对
象，莘县观城镇组织各社区工作人
员走村串户，对因病致贫户状况进
行详实的调查摸底，了解医保优惠
政策。一是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保精准扶贫。二是建档立卡，注重分
类施策。工作专班详细了解贫困户
状况和致贫原因，认真登记相关情
况，摸清帮扶需求，制定帮扶措施，
实施动态管理。同时还与村两委班
子一起就在册的贫困户进行评议。
三是登记时采用一村一册、一户一
表，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四是
及时报销，提高服务水平，对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员实施医保精准扶贫，
提高了贫困户的报销比例。

(陈富会)

莘县观城镇医保助脱贫

为充分发挥好驻村扶贫帮包队
伍作用，莘县樱桃园镇采取多项措
施，切实加强驻村扶贫帮包机关干
部队伍管理。

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实行考勤
制度。要求各驻村扶贫帮包干部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坚守岗位
严守纪律。定期召开扶贫帮包机关
干部例会，听取汇报上个月扶贫工
作完成情况、以及本月计划。要求各
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之间要加
强沟通协调，认真落实好精准扶贫
措施。要求驻村帮包机关干部根据
所驻村的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帮
助制定村级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和扶贫措施。
积极配合村两委抓好贫困户技能培
训、危房改造等工作，维护贫困户合
法权益。 (李海国)

莘县樱桃园镇

加强扶贫队伍管理

挂失声明
东昌府区梁水镇镇，安东村

村民委员会银行开户许可证丢
失，核准号：J4710004710801，开户
行：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八甲刘支行。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利民钢管有

限公司保管不善，将聊城汇友商
贸有限公司2018年3月23日开具给
聊城市东昌府区利民钢管有限公
司的发票代码为：3700162130 .号码
为：29145674 .金额为23838 . 82 .税额
为4052 . 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及发票联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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