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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上上““军军火火库库””

“陌陌”是目前流行于年轻
人群体的一款移动社交APP。
2014年8月，烟台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网安大队民
警在巡查互联网时，发现一位
市民不断用这一软件发布各类
枪支照片，并且注明自己“有
货”，这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注
意。

通过侦查，民警锁定了这
个人，并在福山区将其抓获。经
查，该网民姓李，29岁，是一名
工厂工人。李某平日里是个枪
械爱好者，常常加一些枪械爱
好者的QQ群。民警在李某的
家中搜到一把型号为“眼镜蛇”
的手枪，经鉴定这是一把以气
体为动力击发的枪支。李某交

代，这是他花1500元钱从网上
购买的。

调查发现，把枪卖给李某
的这位网友姓王，在湖北武汉，
他还向开发区的另一市民卖过
枪。8月29日，开发区分局正式
对这一案件立案，开发区网安
大队联合刑警队、金桥派出所
一起赶赴武汉，千里追“枪”。

发现线索 “陌陌”上几张图片，牵出全国售枪网

2014年10月，湖北武汉。
由于王某在网络交易中用

的都是虚假身份，民警将这些
身份一一排查，顺藤摸瓜终于
基本确定他的身份，并在王某
家附近布控了 3天，摸清了他
的行动轨迹。这名枪贩子 3 7
岁，白天是在外跑运输的卡车
司机，到了晚上则变身一名混
迹在各种场所吸毒的瘾君子。
在网上，王某有个很萌的网名
叫“悠悠”，他加入了50多个枪
支爱好者和枪支交易的QQ
群，发广告吸引买家。2014年
10月中旬，民警将正要外出吸
毒的王某一举抓获。王某交代，
自己手中没有枪，他只是个网
络世界的二道枪贩子。2014年

开始，王某与一名网友雷某合
作，通过陌陌、支付宝等跟一些
购枪者交易，雷某负责发货，他
在中间挣取差价。在这个网络
世界里，王某和雷某“出示”的
都是虚拟身份，他们甚至不知
道对方是什么人。

刻不容缓，审讯结束后警
方连夜赶往雷某所在的荆州洪
湖市。当民警冲进雷某家中时，
发现这里竟然藏了130多支疑似
枪支。据雷某交代，自己从2014
年起开始通过网络销售枪支。其
中一部分枪为水客从境外运入，
另一部分枪来自境内，每卖一把
枪，他能盈利300-400元，因为网
络和现代物流的效率，这些枪很
快流向全国各地。

雷某在网络世界枪支交易
的圈子里是个名人，拥有着很
好的信誉度。挂在网上形形色
色声称有枪销售的小广告中，
八九成全部为骗钱的虚假信
息，但雷某是一旦交易必定发
货，不发货必定退钱。审讯中雷
某声称自己要“整顿枪支销售
环境”，让人哭笑不得。

经查，雷某通过网络售卖的
枪支涉及山东、吉林、广东、四
川、浙江、重庆、江苏、江西近20
个省市。

这一切原本随着雷某的归
案结束，但随着调查的深入，雷
某的上线——— 来自山东临沂的
葛某也“上线”了。于是，这场千
里追枪的战役再次转战山东。

继续深挖 卖枪大佬家搜出130余把疑似枪支

2014年12月28日，民警们
在临沂小商品批发市场发现了
葛某的踪迹。经过两天跟踪，发
现他开了一家玩具店，行踪诡
异。

“他有一辆小轿车，还有
一辆三轮摩托，每天他都骑
着 三 轮 摩 托 开 到 小 轿 车 附
近，从后备箱卸东西，然后骑
着三轮摩托去发货，上午两
次，下午两次。奇怪的是后备
箱里的东西从来不存放在玩

具店里。”办案民警介绍说。
很显然，这后备箱里的货物

“有鬼”。
12月30日下午，民警对葛

某实施抓捕。在葛某小轿车的
后备箱中搜出了20多支枪，大
多都已经包装好并贴好快递单
了。其后，民警又在葛某的玩具
店和出租屋中搜索，发现40多
支疑似枪支。

民警介绍，这疑似40多支
枪中，既有M1911、PPK型号的

短枪，又有M4、M03型的长枪，
其中一把M4型长枪模仿美国
卡宾格冲锋枪，可以连发。在侦
查过程中，民警发现有两支枪
已经通过物流发往重庆和成
都，于是果断采取行动将这两
支枪半路拦截。

至此，这起波及20多个省
市、影响极恶劣的“8·29”非法
买卖枪支案成功告破。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成功告破 玩具店老板汽车后备箱藏秘密

现状

上万人活跃在

枪支交流买卖圈

据了解，目前国内在网上进
行仿真枪和枪支交流交易的群体
有上千甚至上万人，他们活跃在
各个枪支论坛和QQ群中。“枪支
交易对社会安全是很大的威胁，
一些对社会有严重负面情绪的人
一旦掌握枪支将是非常大的隐
患，在一些城市就出现过街头枪
战的情况。此外民警在抓捕毒贩
等犯罪分子的时候，如果对方持
枪容易出现伤亡。”开发区分局民
警介绍，随着一些暴恐事件的发
生，2014年全国公安系统已经开
展了“缉枪防暴”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侯艳艳

在这起案件中，民警发现的
另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多数市民
对于什么类型的枪支买卖会触犯
法律及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不
清楚。

在我国，如何判定一把枪是
否是真枪？民警介绍说，可能很多
人认为只有使用火药为动力、填
充火药子弹的才是真枪。但是根
据我国法律规定，所称枪支，是指
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
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
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而涉枪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一
般都很重，《刑法》第一百二十五
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目前我国有很多在网络上活
跃的枪支爱好者，有很多也会通
过各种渠道购买他们眼中的“玩
具枪”，但出于对枪支判定界限的
不了解，很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
刑法。比如目前购买一支火药为
动力或两支气体为动力的枪就构
成犯罪。而在未知的情况下造成
枪支大量流通，很可能会带来一
些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侯艳艳

慎买“玩具枪”

可能涉刑事犯罪

提醒

2014年10月，烟台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成功破获一起涉及
近20省市的全国贩卖枪
支案，抓获3名通过网络
贩卖枪支的主犯，查扣疑
似枪支200余把，经鉴定
51支为枪支。

在烟台破获的这起
史上最大的网络贩枪案
背后我们看到，随着网络
社交平台和物流业的发
展，这二者已经成为枪支
交易的重要平台，也成为
警方与此类犯罪分子交
战的主战场。

延伸

贩枪犯罪转网络

物流过程存漏洞

烟台开发区公安分局网络
安全保卫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枪支、毒品交易
都由常规转入网络。这类犯罪隐
蔽性强，存在着“持枪的不知谁
卖的，卖枪的不知谁造的”。

此外，通过网络犯罪速度
快，波及范围更广，“在十年前可
能类似的交易还是仅限于一些
社会上的人，可能要见面打招
呼，有可疑的情况可能交易就中
止了。而现在通过网络犯罪可能
影响更大更恶劣。”

正是基于此，目前警方也在
逐步加强网络方面的力量，查处
通过网络进行的犯罪。在烟台开
发区分局，已于2013年成立了网
络安全保卫的警察队伍，2014年
这支队伍再次扩充。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注意到
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就是一些
社交平台和物流公司。“对于快
递公司来说，很多检查存在漏
洞，我们注意到一些走航空的快
递公司就不会出现这类情况。”
民警说，此外一些快递公司也不
知道如何分辨玩具枪和真枪，在
运输过程中无法堵住此类犯罪。
而在现代社会，这些漏洞很可能
会给犯罪、暴恐分子可乘之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侯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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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陌陌”上锁定网
民李某，29岁，家中搜
到一把手枪。

线索指向：湖北武
汉，网友王某。民警
赶赴武汉缉枪。

王某，二道枪贩子，
在其家布控3天后，

将其抓获，但手中没有枪。

线索指向：荆州洪湖市，网
友雷某，与王某在陌陌上合
作，负责发货。

在其家里发现130多支疑似枪支，每卖一把
枪赚300-400元，售卖枪支流向20个省市。

线索指向：山东临沂，葛
某，是雷某的上线
民警在其小轿车的后备
箱中搜出了20多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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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追枪枪记记

一一支支枪枪的的贩贩卖卖流流程程

国外出厂●

● 被水客(一些常年出入
境人员比如船员等)通
过走私携带入境

● 水客将枪直接通过
网络社交平台卖给
枪贩子

● 买家通过支付宝、转
账等付钱

● 购买到枪支自己收藏
或者再转手倒卖，成
为新的枪贩子

● 当有越来越多的人
时，就有越来越多
的枪流入各地。

● 一支枪可能被反
复倒卖，在此过
程中交易一般都
以虚拟身份在虚
拟空间中进行，
每一层贩卖者多
数会使用虚假身
份证、以及用虚
假身份证办理的
银行卡，彼此都
不知道上线和下
线的真实身份

文/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侯艳艳
本报通讯员 任军 李岩 刘鹏

警方缴获的各种类型枪支和子弹。

这是缴获枪支中的一把手枪。

覆覆灭灭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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