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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毒案

在逃毒贩又涉案

“这件案子要追溯到2014
年4月，当时在外地发现了一批
涉毒团伙，因10日立案，被称为

‘4·10’涉毒案。”商河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刘队长说，涉毒案件
中因有商河本地的犯罪嫌疑
人，于是展开调查，“在6月份，
商河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了藏匿
于本县的重大吸贩毒犯罪团
伙，并且抓获了王小健（化名）
等6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但很可
惜的是，这次行动并没有将犯
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仍有在逃
人员，其中就包括刘军。”

据刘队长介绍，“4·10”案
件中共缴获了毒品5克，麻古2
粒，吸毒工具一宗。案件告破
后，刘军就不再回商河老家了，
因此，专案组民警围绕“4·10”
涉毒案的在逃嫌疑人进行了细
致的研判，发现了刘军的下落。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

看，刘军目前在济南活动比较
频繁。”专案组民警说，并且刘
军不知悔改，继续从事贩毒、容
留他人吸毒的犯罪活动，“我们
以刘军为中心，展开深度调查，
逐渐掌握了该团伙的日常生活
轨迹。”

因“4·10”在逃人员多数有
前科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
力，“因此想要再进一步了解该
团伙的行动计划，实在是有一
些困难。”专案组民警说。

回家途中

嫌疑人被抓获

“我们本来想只要掌握了
刘军团伙的行动轨迹，就可以
很快地将他们抓获归案。”专案
组民警说，实际情况是，该团伙
成员都非常狡猾，为了不打草
惊蛇，专案组民警只能静观其
变。

经过几天的跟踪与监控，
专案组获取了犯罪嫌疑人刘军
将乘坐济南回商河的大巴车返

回商河老家的重要线索。民警
说：“我们在济南长途汽车站拿
到了行车时间表，经过了一系
列的比对跟分析后，确定了刘
军所乘大巴车的开车时间。”

考虑到车站群众太多，无
法展开抓捕，且犯罪嫌疑人也
可能会利用无辜的群众打掩护
而逃跑。民警选择在大巴车开
到半路时，进行拦截，这一次终
于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刘军。

在大巴车上抓获刘军时，
还在其身上搜出了冰毒1克，吸
毒工具一宗。与此同时，商河县
刑警大队还在商河汽车站抓获
了刘军同伙马峰（化名），又一
举将藏匿在商河县城的李强

（化名）、张魁（化名）、刘龙（化
名）抓捕归案。

利用网络贩毒

满足自己吸食

“我们在对刘军等人的审
讯中得知，他们是利用网络，在
多地购买毒品，在商河县进行

销售。”刘队长说，据了解，他们
进行毒品的买卖，不为挣钱，只
为满足自己吸食，“这样的行为
还有一种说法叫‘以贩养吸’。”

刘军等犯罪嫌疑人毒瘾非
常严重，再加上该团伙成员都
没有工作，并没有经济收入来
供养他们吸食毒品。民警说：

“他们在购买毒品后，留下自己
吸食的毒品，剩余部分进行转
手交易。”

据民警介绍，毒品源头交
易的价格大约在每克300-500
元，后经几次转手，毒品的价格
不断升高，犯罪嫌疑人在贩毒
过程中谋取暴利。刘军等犯罪
嫌疑人利用贩毒所赚得的钱，
再次购买毒品以及日常生活所
需。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军
如实交代罪行。对自2014年以
来多次在外地购进毒品进行贩
卖，以及多次容留马峰、李强、
张魁、刘龙等人吸毒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件正在
全力侦办中。

在在逃逃毒毒贩贩又又涉涉案案，，回回家家途途中中被被抓抓获获
贩毒不为挣钱，只为满足自己吸食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帅） 近日，商河县

富民路发生了一起“新鲜事”，两
人酒后打劫，遇到警察后，弃车而
逃，但两人又在第二天投案自首，
称并非打劫，不料当时的一幕就
发生在监控底下。据了解，两人因
涉嫌抢劫，已被刑事拘留。

“大约是夜里两点多，我们两
个人开车从富民路经过，因为当
时雾很大，再加上我们对商河的
路也不是很熟悉，于是就迷路
了。”开物流车的司机刘师傅说。
当时张某和李某开着轿车在此经
过时，被刘师傅叫住问路，两人却
跟刘师傅要问路费，刘师傅不给，
两人就合伙殴打刘师傅。

刘师傅的同伴见状后，便拨
打了110报警。据刘师傅的同伴
说：“当听到警笛声时，他们两人
才弃车逃跑。”

“到了第二天，昨晚涉案的李
某和张某就来公安局投案自首
了。”商河县刑警大队的办案民警
说，他们称当时因物流车阻拦他
们而闯了红灯，于是才下车要钱，
并不是所谓的抢劫，“但他们与物
流车司机发生纠纷的地方，正好
在监控下面，因此当时的事情被
监控录像记录得一清二楚。”

经审讯得知，张某和李某两
人是在喝酒后开车回家的途中，
遇到物流车司机问路，这才起了
坏心思，想趁机讹人家点钱。张
某、李某二人因涉嫌抢劫已被刑
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
审理中。

两人酒后打劫

监控揭开罪行

近日，商河县刑警大队侦
破了一起吸贩毒案件，犯罪嫌
疑人利用网络联系，购买毒品
在商河进行销售。其中嫌疑人
刘军（化名）为“4·10”吸贩毒集
团的在逃人员，在逃后又继续
从事吸贩毒活动，民警在逐步
掌握了嫌疑人刘军的行动踪迹
之后，将其在返回商河老家的
途中抓获。据了解，目前该案已
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并缴获
冰毒几十克。

本报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帅 邱佳惠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帅） 近日，商河县

县城发生两起大货车电瓶被盗案
件，商河县刑警大队办案民警经
过多方面的调查，锁定了涉嫌系
列盗窃大货车电瓶的可疑车辆，
并在获悉该车将在商河县县医院
门口再次准备作案时，将涉嫌盗
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负责该案的民警说，由于
案发地的监控条件有限，对于商
河县县城发生的两起大货车电瓶
被盗案件，都没能发现什么有价
值的线索。于是，办案民警又对案
发地外围监控展开了一系列的调
查。

经过大量比对分析之后，民
警发现了一辆悬挂鲁C牌照的老
式本田雅阁轿车，夜间在城区活
动的轨迹较多，有重大的作案嫌
疑。当民警得到线索，该车辆再次
在夜间进入县城时，刑警大队民
警根据该车的行动轨迹，在商河
县县医院门口，将正在犯案的两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如
实供述了其盗窃大货车电瓶的事
情。并且还得知，犯罪嫌疑人王某
与张某是一对夫妻，因丈夫王某
两个月未外出打工挣钱，感觉手
头有点紧，便和妻子张某商量夜
晚盗窃电瓶挣钱，丈夫盗窃，妻子
在车上等候把风。

据了解，目前王某被刑事拘
留，张某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
一步的侦办中。

货车电瓶被盗

案件告破

帮帮王王海海燕燕找找钱钱包包？？假假消消息息，，别别信信！！
此类信息手机号可能会吸话费

本报 3月 1 1日讯（记者
邢敏） 近日，一则关于“帮助
王海燕找钱包求扩散”的消息
频繁出现在微信朋友圈内。网
友通过阅读、转发迅速分享到
朋友圈内。记者拨通电话后发
现预留手机号的归属地竟是
辽宁盘锦。为此，警方提醒广
大市民：别乱转发，微信朋友
圈传播的假消息会藏有陷阱。

“朋友在步行街捡到一个
钱包，里面有身份证王海燕，
卡10多张，现金1000元左右，
动车票一张，车票是后天的。
失主请联系：1584277****
大家帮忙扩散，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必须转。”记者按照号
码拨打过去，显示号码归属地
为辽宁盘锦。业内人士指出，
此类信息中的手机号不排除

吸费电话可能。
市民赵先生分析：“在微

信朋友圈内，我们时常看到转
发这样的消息，但很多类似的
消 息 都 是 假 的 。有 些 假 消 息
利 用 了 网 友 的 同 情 心 ，伤 害
了 一 些 无 辜 的 人 ，应 该 受 到
抵制。”他认为，这些假消息
大 多 数 都 是 经 不 起 推 敲 的 ，
只要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
看出是假的，以后转发消息时
要留个心眼。

商河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对此也进行了辟谣：“曾经有
几条求助类谣言，不法分子或
喜欢恶作剧者以微信谣言为
载体，用‘吸费电话’、‘诈骗汇
款’等进行诈骗。一旦接通电
话，话费就会莫名被扣。”警方
称，朋友圈的这类消息别轻易
转发，可能会存在陷阱。朋友圈转发假消息。 本报记者 邢敏 截图

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
商河县刑警大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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