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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心积虑设骗局 诈骗老人养老钱
乌海警方破获系列野养老冶诈骗案

本报通讯员荫杨利军荫寇晨光荫武杨
一些犯罪嫌疑人瞅准老年人缺乏辨识能

力的特点袁打着帮助老年人养老的噱头袁处心
积虑设骗局袁 通过投资成为会员可以获得高
额返利的宣传方式袁诱骗老年人野心甘情愿冶
拿出养老钱袁以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遥 近日袁
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广辟线索来源袁深入调查走访袁成功破获破获
系列野养老冶诈骗案袁该案非法吸收会员 120
余人袁涉案资金达 300余万元遥

遛弯遇上野热心人冶
免费体验被诱惑

2022年 6月 24日袁 海勃湾公安分局经侦
大队接到辖区居民郑大妈报警称袁她被人给骗
了遥 原来袁2017年 6月 21日袁郑大妈在青山公

园遛弯时袁看到有人在街头发放免费体验足疗
服务野老妈乐冶宣传单袁她被对方热情地邀请到
店内参观袁并表示到店可以免费按脚袁按一次
脚可以领取一块钱遥当时袁郑大妈心动了袁就到
该体验店内进行过 20次免费按脚服务袁 并领
取了人民币 20元遥 由于野老妈乐冶赠送的礼品
种类丰富多样袁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前来体验免
费足疗遥 工作人员趁机向大爷尧大妈介绍袁野老
妈乐冶 商城所属集团是一家资金雄厚的企业袁
在全国多地均有地产尧旅游尧超市等产业袁并表
示只要购买店内保健品袁投资野老妈乐冶成为会
员后即可赚取高额返利袁且返利金额可每日到
店领取遥会员根据投资的不同金额分为五个级
别,分别是银卡尧金卡尧钻卡尧白金尧翡翠遥大爷大
妈们抵制不住诱惑袁纷纷投资成为会员袁并签

订合同遥 郑大妈投资了 3万余元成为会员袁在
领取了几次返利后袁野老妈乐冶 商店就停止返
利袁大爷大妈们这才幡然醒悟袁倾尽所有袁最后
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遥

警方缜密部署
嫌疑人落入法网

经侦大队民警接到郑大妈报警后袁又陆续
接到多起类似警情袁涉案高达 300余万元遥 鉴
于案情重大袁社会影响恶劣袁该大队立即进行
缜密部署袁迅速组织民警展开侦查调查遥 经侦
查调查得知袁2017年 5月袁 沈阳老妈乐商贸有
限公司在乌海市市海勃湾区组建两家分店袁由
康某任乌海地区负责人袁负责公司的发展和经
营遥 2017年 5月至 2017年 10月期间袁康某以

获得高额返利为诱饵袁通过发放传单尧口口相
传等方式袁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开展非法集资活
动遥 截至案发袁康某共吸收会员 120余人袁其中
大部分被害人为中老年人袁 非法吸收资金达
300余万元遥办案民警广辟线索来源袁深入调查
走访袁 于 2023年 1月将犯罪嫌疑人康某抓获
归案袁其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遥
警方提示院老人安袁家庭安曰家庭安袁社会

安遥 养老诈骗袁是影响社会稳定尧破坏公共秩
序的涉众型犯罪遥 提醒老年人购买 野养老服
务冶前要与家人商量或者向专业人士咨询袁牢
记野没有免费的午餐冶遥 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袁
携手筑起预防和打击养老诈骗的安全屏障袁
守护好老年人的野钱袋子冶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王向卿冤日
前袁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男子野重操旧业冶为
自己准备了近 8万元的野年货冶袁可他还没等
享受完袁就被警察找上了门遥

2023年初以来袁东胜区发生了多起盗窃案
件袁均为嫌疑人夜间潜入市民家库房中盗窃烟
酒尧肉食尧米面等冬储物资遥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东胜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高度重视袁并立
即组织警力展开侦查摸排遥 通过大量的工作
后袁办案民警获取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身份
信息遥经过摸排蹲守袁1月 11日袁警方在东胜区
电大巷附近将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遥

据了解袁嫌疑人张某现年 37岁袁山西兴
县人袁是一名盗窃惯犯袁曾多次因为盗窃被打

击处理袁2022年 5月袁 张某刑满释放后靠打
零工为生遥 近期袁 张某看见市民们大量采购
年货袁心生歪念袁又一次野重操旧业冶袁专门针
对老式住宅区的库房下手遥 张某盗窃的财物
价值近 8万元袁除了一部分自用外袁剩余的拿
到市场周边低价兜售遥

目前袁嫌疑人张某已被东胜警方刑事拘留遥

男子“重操旧业” 盗窃财物被抓

呼和浩特讯 连日来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新城区分局海东路派出所紧紧抓住春节期间
侵财犯罪高发及外逃人员返乡的规律袁 积极
开展野反诈骗尧追逃犯冶专项行动袁连续抓获三
名犯罪嫌疑人遥

1月初袁 海东路派出所民警通过相关平
台对返乡人员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袁一名涉
嫌诈骗的省外在逃人员查某在辖区内流窜袁
并立即与外省警方联系确认遥 据了解袁该在
逃人员通过售卖银行卡参与诈骗袁 所售银行
卡资金流水高达 180余万遥初步了解后袁该所

迅速组织警力围绕该人员活动轨迹精心部
署袁警方通过利用视频监控进行分析袁确定其
住所后袁成功将其抓获遥 经讯问袁查某对自己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袁 该案件现已移交外省
警方遥

1月中旬袁 海东路派出所接到情报预警
称袁省外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该所辖
区内活动遥 据了解袁 张某利用信用卡参与诈
骗袁派出所民警及时与外省警方取得联系袁迅
速赶赴犯罪嫌疑人活动地点袁 通过侦查锁定
嫌疑人住所袁 将在逃人员张某某成功抓获遥

经讯问袁张某对其的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该案现已成功移交外省警方遥

1月 31日袁海东路派出所民警通过上级
下发的线索进行数据研判袁确定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在辖区内活动遥 经过警方
初步了解袁 郭某某通过售卖银行卡进行诈骗
从中获利遥 确认线索后袁警方通过走访排查袁
将在逃人员郭某某成功抓获遥 经讯问袁 郭某
某对其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 该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遥

渊马蕾冤

警方循线连续出击 抓获三名在逃人员

甘旗卡讯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公安
局大青沟派出所抢抓时间节点袁立足辖区实
际袁主动作为袁积极摸排逃犯线索袁对在逃人
员实行精准打击袁于 1月 12日规劝一名网上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遥

科尔沁左翼后旗公安局大青沟派出所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袁辖区居民孟某某渊男袁现年
28岁冤涉嫌诈骗袁被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
区分局上网追逃袁遂联系孟某某家属袁经过多
番思想工作袁孟某某于 2023年 1月 12日向大

青沟派出所投案自首遥 经审讯袁孟某某对利用
虚假信息在美团注册店铺后恶意刷单套取补
贴的方式非法获利的诈骗事实供认不讳遥

1月 14日袁孟某某已被移交辽宁省沈阳
市警方遥 渊文明冤

摸排逃犯线索 规劝投案自首

开展专项演练 守护出行安全

日前袁锡林浩
特铁路公安处经
棚车站派出所联
合地方公安机关
组织开展模拟警
情处置专项演练遥
演练模拟一名男
子持凶器在站前
广场袭击旅客遥 接
警后袁经棚车站派
出所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袁组织在所
民警携带相关警
械赶赴现场进行
处置袁同时联系地
方公安联合处置遥
通过此次训练袁进
一步提升了民警
应对此类警情的
现场处置能力遥

徐东炜 摄

男子见财起意
卧铺盗窃手机

包头讯 近日袁一名旅客乘坐火车时见财
起意袁盗走对面卧铺旅客手机袁被包头铁路警
方抓获遥

1月 5日 10时袁包头铁路公安处指挥中
心接到了一起报警袁 旅客王先生称他回家后
发现装在包内的一部价值万元的手机丢了遥
报警人通过对遗失手机位置进行查询袁 发现
手机在石家庄市遥因为刚下车不久袁王先生怀
疑手机在旅途中被偷了遥

接到报警后袁 包头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
立即组织民警开展工作遥 因为失主乘坐的
Z338次列车 12号车厢没有公共区域视频袁
民警无法对现场情况进行了解袁 只能从失主
提供的相关信息入手开展侦查遥

在武汉铁路公安处息县车站派出所的协
助下袁民警了解到了更多的案件情况遥 1月 4
日袁 失主王先生乘坐 Z338次列车由呼和浩
特前往武昌遥上车后袁他将携带的黑色双肩包
放在了 22号铺位上方的行李架上遥他本人有
一段时间并未在铺位内袁 而且他返回卧铺后
也并未对包内物品进行检查遥经过失主回忆袁
在他卧铺对面有一个同样年纪的男子袁 比他
更早下车了遥

结合失主提供的手机位置信息与情况反
馈袁 民警对在石家庄站下车旅客的身份进行
了查询遥 在石家庄站袁只有两名旅客下车袁其
中一人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袁 而一名杨姓男
子则留在石家庄袁 而他所处的位置也与手机
定位信息吻合遥

1月 6日 10时袁包头铁路公安处民警在
石家庄市桥西区找到了杨某袁 并当场查获被
盗的手机遥杨某承认袁当时卧铺内只有他一个
人袁而行李架上放着一个包袁他打开包后发现
里面有一部崭新的手机遥就这样袁他将手机装
在了自己的包内袁到站后匆忙下了车遥

目前袁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遥渊汪睿冤

携带爆竹进站
当场被查受罚

呼和浩特讯 近日袁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
呼和浩特车站派出所民警开展安检查危督导
工作时袁在旅客行李中当场查获了 2盒摔炮袁
这名携带危险品的旅客被依法处罚遥

1月 11日 16时 40分袁呼和浩特火车站
派出所民警接安检员报称袁 安检时发现一名
旅客背包内装有 2盒儿童摔炮袁 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进行处置遥经过询问袁该旅客对禁止携
带烟花爆竹乘坐火车的规定并不了解袁 在来
火车站的路上看到有超市卖摔炮后袁 便买了
两盒准备带回家给孩子玩耍遥

根据叶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曳和叶铁路
旅客禁止尧 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曳 的规
定袁 鉴于该旅客违法行为轻微袁 且未造成危
害袁经过民警普法后袁该旅客认错态度良好袁
呼和浩特车站派出所民警依法没收了这两盒
摔炮袁并予以该旅客行政警告的处罚遥

铁路警方提醒院广大旅客袁乘坐火车出行
时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要求袁严禁携带汽油尧
酒精尧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袁以免引发危
险袁触犯法律遥 渊梅森 赵振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