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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小案 保民生 盐湖警方再发力

车窗被砸、车内财物被盗、电动车被盗等案件看上去不大，可它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却是
涉及切身利益的大事。近期以来，针对主城区部分路段车辆财物被盗等民生小案，盐湖公
安分局刑警大队、巡警大队积极作为，重拳出击，加强巡逻力度，夜间蹲点守候，连续破获多
起系列盗窃财物案件。这些案件的破获，正是盐湖公安分局“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更
精办好案、更好控发案”的有力兑现。

近日，记者来到盐湖公安分局，采访一线办案民警，了解了这些案件的侦破过程。

□记者 樊朋展 李政奇

7 月 11 日凌晨 4 时
10 分，在市区学苑路与
魏风街交叉口，一名骑着
自行车、头戴帽子的男子
正准备转弯。此时，驾车
行驶至此的该分局巡警
大队民警也准备转弯。

在两车齐头并进时，
民警看到这辆自行车的
车兜里，塞着一个包装精
美的酒盒。“男子的穿着
打扮和车兜里的酒盒引
起了我们的注意。”办案
民警赵广鹏说。

随即，民警下车询问
情况。“车兜里的酒哪儿
来的？”赵广鹏问。

“我和朋友喝酒，这
些都是朋友送我的。”面
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支
支吾吾地说。

除了一瓶高档酒外，
民警还在车兜里发现了
一瓶茅台酒和一条香烟，
以及改锥、帽子、口罩、破
窗器等工具。

经询问，民警得知，
该男子当天凌晨已经作
案3起，盗窃了烟、酒、首
饰等物品。目前，该男子
已移交给刑警大队。

而就在抓获该男子
的前一天凌晨2时许，该
大队在市中心医院附近
还抓到一名盗窃车内财
物的张某。张某得以抓
获，仍是因为民警在巡逻
时不放过任何疑点，抓住
每一个细节的工作态度。

7 月 10 日凌晨 1 时
许，在市中心医院附近巡
逻的民警发现一名男子
独自向东行走。民警遂跟
着该男子一路向东，行驶
了将近 5 公里。其间，民
警并没有发现该男子有
可疑行为，便继续巡逻。

一个小时后，该男子

又一次进入了民警的视
线。“他的这次返回，引起
了我们的注意。”赵广鹏
说，“我们立即对他进行
重点监视。”

当跟到一处灯光较
暗的轿车旁时，张某突然
消失。民警立即来到该
车处，发现张某已经坐到
了车里。民警询问张某
时，张某说：“我走累了，
坐到车里歇一会儿。”

“我们是盐湖公安民
警，请下车配合我们工
作。”民警说。此时，张某
却称车不是自己的，伸出
头准备从车窗钻出来。

据张某交代，他专偷
车窗没有关闭的车辆。
当晚，他已经作案两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
挖中。

“有些车主停车以后，
忘记关窗、关门，这就给了
他们可乘之机。”办案民警
说。“而且有些车主甚至把
大额现金、金银首饰等贵
重物品放在车内。”

为此，民警提醒广大
市民，停车时务必检查车
门、车窗是否关闭，不要
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内，尽
量将车停靠监控可视的
范围内。在遇到车内财
物被盗窃，或车窗被砸
时，一定要及时报警，配
合警方工作。

7 月 6 日凌晨 2 时许，夜深人
静，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在
市区解放路与潞村街交会处附近
的一家酒店停车场，翟某戴着帽
子、口罩，包裹严实。他走近一
辆小轿车，用衣袖拂去车窗上的
尘土。

此时，在距离他十米开外的一
处隐蔽地带，4 名男子正观察着翟
某的一举一动。当翟某打开手电
筒，照向车内时，他身后的4名男子
迅速向他靠拢。

看到有陌生男子靠近，翟某撒
腿就跑。4名男子紧追不舍。追赶
300米后，4名男子将翟某制伏。

这4名男子是盐湖公安分局刑
警大队空港中队民警，这已经是他

们蹲点守候的第三晚。
当晚，专案民警经过缜密侦查、

蹲点守候，在盐湖区解放路某酒店
附近，将正在伺机盗窃车内财物犯
罪嫌疑人翟某当场抓获，现场缴获
手套、手电、“T”型锥等作案工具，
破获多起盗窃车内财物和盗窃电动
车案件，涉案价值3万余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翟某无
职业，系吸毒人员。自今年6月份
以来，翟某独自一人趁夜深人静
时，选择路边停放无人看管的汽
车为作案对象，采用自制“T”型
锥撬车门锁、用砖头砸车窗等作
案方式，进入车内盗窃车内烟
酒、皮包、衣服、充电器等钱
财。他先后在盐湖区多家酒店门

口，用砖头砸车玻璃
方 式 盗 窃 3 起 ；在 高
家垣、槐树凹东口，用
拉车门的方式盗窃 3
起；在某酒店门口用

“T”型锥撬车门锁的
方式盗窃 1 起。

“除了晚上砸车玻璃盗窃财物
外，我们还发现，翟某白天还有盗
窃电动车的行为。”该中队负责人
贾崇军说。经查，在槐树凹公寓门
口、南风广场等地盗窃 4 辆电动
车。翟某将所盗财物全部低价销
赃，吸毒挥霍一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翟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刑事拘留，案件审理、审讯
深挖、赃物追缴工作正在进行中。

男子刘某和家人闹矛盾后，一
气之下离家出走。出门在外的他
不自食其力，而是选择以盗窃的方
式维持生活。

两年里，刘某先后盗窃了几十
家饭店。然而，这些被盗的饭店
中，报案的却寥寥无几，多数选择
了沉默，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因为受
害者的沉默，而逃过法网。

7月9日凌晨2时许，盐湖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西城中队民警巡逻
至同德医院西100米处时，发现一
名男子形迹可疑。民警走向前去
时，该男子立刻躲到了附近绿化带
处。这一行为更引起民警的警
觉。经查，民警发现了该男子随身
携带的改锥、帽子、手套等物品。

“在深夜随身携带这些工具，我们
认为他有很大的疑点。”办案民警
孙书凯说。

随后，民警将该男子带回执法
办案中心作进一步调查。

“审讯刚开始，该男子一直打
岔，言语躲闪。于是，我们改变审
讯技巧，询问该男子的住处。”张书
凯说。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说
出了自己的住处。在民警的陪同
下，男子指出了自己的住处。“他的
住处让我们大吃一惊。”孙书凯说，

“那是一个废弃的板房，墙壁有洞，
里面啤酒瓶、锅碗瓢盆等物品散落
一地。没想到，该男子竟在这里生
活了两年之久。”

在该处，民警还发现了手表、

背包、香烟、银行卡等物品。该男
子承认，这些物品大都是偷来的。

经查，自2009 年至2016 年，
犯罪嫌疑人刘某先后3次因盗窃被
行政拘留。去年中旬至今，刘某携
带作案工具，多次窜至盐湖区多家
饭店、农家乐、商店、夜市摊等地
寻机作案，采取撬门扭锁、翻窗入
室、撬盗抽屉的方式，盗窃现金、
啤酒、香烟、食物等，作案30余
次。

审讯过程中，民警还了解到，
今年6月中旬，刘某因偷盗被群众
抓住后，送至安邑派出所。被拘留
15天后，刘某在从拘留所返回的路
上，又溜进了一家正在停业期间的
饭店。刘某就在这家饭店里吃住
了两天。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7月10日凌晨3时许，在市区
槐东南路某大厦附近，零星有车辆
和行人路过。此时，一名背着背
包，行动略显不便的男子，出现在
民警的视野里。看到男子的形态，
民警想到了曾在视频资料中出现
的一名砸车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当时视频中的男子戴着帽子，看
不清脸，只能看到他走路的形态。”
办案民警说。

看到这名疑似的男子，民警立
刻上前盘查。在该男子的包中，民
警发现了口罩、帽子、瓷砖割刀、强
光手电、皮手套等工具，且该男子

的手套上粘附有玻璃碎渣。
“在大街上‘大海捞针’式的排

查嫌疑人，需要我们时刻目不转
睛，睁大眼睛，寻找可疑人员，一
刻都不能松懈，更不能暴露自己，
以免打草惊蛇。”连续几个晚上，
民警终于找到了一名和视频资料
形态相似的可疑人员。民警立即
将该男子带回办案大厅进一步调
查。

然而，人找到了，但没看到该
男子作案过程，审讯成了又一道难
题。

“这不是我的包。”面对民警的

询问，该男子说，“刚刚有一个姓胡
的人和我吵架，那个人把他的包塞
给我的。”

审讯一开始，该男子并不承
认。随后，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该男
子曾是一家寄卖行的老板，因收赃
被警方处理过。民警对该男子做了
大量的思想工作后，他承认了自己
打破车窗，盗窃车内财物的行为。

经查，自今年3月以来，王某先
后在市区禹都大道、红旗街、府东
街、河东东街一带，采用瓷砖割刀
扎碎车玻璃的方式盗窃车内财物，
共作案12次，损坏车辆30余辆，盗
取物品价值2万余元。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
事拘留，案件审理、审查核实等侦
办工作正在进行中。

蹲点多日目标现身
民警追赶300米夜擒盗贼

曾因收赃被处理 今又盗窃落法网
一段走路形态的视频助民警破案

不错过疑点 不忽视细节
巡警大队破获两起
盗窃车内财物案

一查到底 深挖线索
“吃货”小偷被擒获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
▶受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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