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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销售假茅台 非法获利百万元
本报记者荫李亮

有些不法分子以次充好尧以假乱真袁用罪
恶的黑手触碰野舌尖安全冶底线袁昧着良心赚
取不义之财遥近日袁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
局环食药侦大队紧盯春节期间市场上的热销
产品袁高悬打假利剑袁经缜密侦查袁成功破获
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茅台酒案袁 犯罪嫌疑人
以野回收的高档酒冶为幌子袁向消费者推销假
茅台酒袁非法获利 100余万元遥

获得线索 调查确认
2022年 12月底袁该大队民警在工作走访

中获得线索袁 有一名中年男子长期向东胜区
多家不特定烟酒超市推销野回收冶的高档茅台
系列酒袁此酒疑似假酒遥 获得这一线索后袁该
大队领导高度重视袁 并要求民警尽快做实销
售假酒的有关证据袁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破案袁
及时挽回群众和商户的经济损失遥 在该大队
领导的指示下袁 侦查民警迅速投入到案件的
初查工作中袁并兵分两路袁一方面重点对东胜
辖区 40余家名烟名酒超市进行地毯式摸排袁
摸清疑似假酒的销售情况袁 另一方面聘请专
业机构对涉案白酒进行鉴定袁 最终确认中年
男子推销的野高档茅台系列酒冶系假酒遥

循线追踪 嫌犯落网
初查结果很明了袁 推销 野高档茅台系列

酒冶 的男子涉嫌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遥 有着野打假尖兵冶之称的鄂尔多斯市公
安局东胜分局环食药侦大队立即组织精干警
力袁 布下天罗地网袁 全力搜寻犯罪嫌疑人遥
2023年 1月 3日袁经过精准研判尧循线追踪袁
办案民警成功在东胜区某烟酒超市内将正在
推销假酒的该男子抓获袁 现场查获其车内存
放的假冒高档茅台系列酒 40余瓶袁 价值 30
余万元遥

经讯问袁 犯罪嫌疑人田某对其自 2022年
10月以来袁由北京低价购买假冒高档茅台系列
酒袁后以野回收礼品酒冶为幌子向东胜尧呼和浩
特市等地不特定烟酒超市进行推销非法获利尧
涉案金额 1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 犯罪嫌疑人田某已被东胜公安分
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遥

警方提醒院广大消费者购买酒类商品应到有
经营资质的正规商家购买袁并索取发票袁也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等方式进行真伪验证袁谨防上当受骗遥
一旦发现假冒侵权和质量问题袁可拨打 12315或
110投诉举报袁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遥

忘锁车门财物被盗
民警循线抓获嫌犯

包头讯 1月 28日凌晨 2时左右袁包头市
公安局东河区分局 110接警电话骤然响起袁
野我车上的东西被盗了袁 请你们快来噎噎冶接
警人员详细询问后袁 东河区分局刑侦大队迅
速出警袁赶往事发地东河区瓦窑沟路口遥

到达现场后袁民警了解到袁报警人在瓦窑
沟与朋友聚餐袁离开时发现车内物品被盗袁内
含烟尧酒尧手表等物品袁价值达 2万余元遥

民警立即进行现场勘验袁 未发现车辆有
被破坏的痕迹袁经与报警人多次核实袁确认其
离开时未锁车门遥 民警立即投入到侦查工作
中袁 一组民警通过警务资源平台对案发现场
进行分析袁 另一组民警前往案发现场在现场
周边调取社会监控视频遥 经查看大量视频录
像后袁 侦查员成功还原了嫌疑人作案时的行
动轨迹遥 1月 27日 23时 55分袁 一名男子从
瓦窑沟北侧步行至瓦窑沟路口袁 处趁四周无
人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拉开袁 随后进入车内
实施盗窃遥 盗窃得手后袁于 1月 28日 0时 13
分步行离开遥通过沿线追查发现袁该男子进入
东河区和平路东三区后消失遥

确定嫌疑人轨迹后袁 民警即刻前往嫌
疑人最后消失的小区进行走访调查后袁锁
定嫌疑人为贾某遥 随后袁刑侦大队组织警力
对嫌疑人进行抓捕袁1月 28 日 22时 30 分袁
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袁 警方成功将嫌疑人
贾某抓获遥

经讯问袁贾某如实供述了其盗窃过程袁警
方后在依法搜查中发现大量涉案物品遥

渊王伟娟冤

回家心切走错道路
遮挡号牌逆行被罚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王凯冤 除夕
夜袁一男子因回家心切走错了路袁便遮挡号牌
在高速路上逆行袁 好在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并
制止了这一危险行为遥

1月 21日 23时 43分袁 鄂尔多斯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荣乌高速公路大队民警在辖区由
南向北巡逻至大龙高速 115公里袁发现一辆小
型普通客车逆向行驶袁且车速较快袁情况十分
危险遥基于此袁民警迅速截停违法车辆袁并发现
该车辆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遥

民警将该驾驶人带回大队后袁 经进一步
了解后得知袁驾驶人王某外出务工回家袁想在
年三十前回到家袁结果越着急反而走错了路遥
为了节省时间袁 驾驶人王某干脆在高速公路
上逆行袁又担心沿路摄像头拍照袁王某将机动
车号牌遮挡后袁在高速上继续逆向行驶袁直至
被巡逻民警截停遥

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袁 鄂尔多斯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荣乌高速公路大队对驾驶人
王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合并处罚袁 罚款 400
元袁驾驶证记 21分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亮 通讯员 赵耀冤日
前袁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
通过缜密侦查尧 精准研判袁8 个小时端掉
一个流窜于附近市尧 旗县作案的盗窃团
伙袁破获系列盗窃案件 6 起袁抓获犯罪嫌
疑人 4 名遥

大年初二袁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
接到辖区群众赵某报警称袁其经营的超市
被盗现金与名烟价值 5000 余元遥 民警迅
速出警袁固定现场证据袁加大排查范围袁多
方走访群众袁调取周边视频监控袁对近期

相似的案件进行串联梳理遥 然而袁犯罪分
子作案时精心伪装且反侦察能力强袁给破
案造成一定难度遥侦查民警不放过一丝痕
迹袁分析每一个细节袁通过对案发现场及
周边的影像资料分析和大数据筛查相结
合的方式袁将目标先锁定在 2 名犯罪嫌疑
人李某尧高某某身上袁但嫌疑人平时居无
定所袁昼伏夜出袁很难掌握其落脚地点遥

法网恢恢尧疏而不漏遥 侦查民警循线
追踪袁经过大量的摸排尧走访工作袁逐渐掌
握了以李某为首的盗窃团伙成员体貌特

征和在东胜的落脚点遥办案民警随即驱车
前往东胜对该盗窃团伙进行布控抓捕袁经
过蹲守袁警方成功将该盗窃团伙中的 4 人
抓获袁 并现场扣押了被盗香烟及其他物
品遥
经讯问袁在大量证据面前 袁刘某等人

对其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袁并交代了在
土默特右旗等地也多次作案的犯罪事实遥
在办案民警的持续作战下袁从报案到破案
仅用了 8 个小时袁6 起系列盗窃案的 4 名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遥

警方锁定嫌疑人 破获系列盗窃案

呼和浩特讯 近日袁 一男子因在铁路
上空私自放飞无人机袁被呼和浩特铁路警
方行政处罚遥

野哎袁 你看天上飞的那个小黑点是什
么钥 冶野是不是无人机啊钥 冶1 月 25 日 13 时
40 分袁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兴和北车站
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头顶有 野嗡嗡
嗡冶的异响声袁顺着声音看去袁发现有一个
小黑点正从兴和北站站前广场向站房方
向飞去袁疑似为无人机遥

由于铁路上方的电气化接触网通常
使用 27.5 千伏的高压电袁 无人机如果不
小心撞击到接触网袁 极易造成接触网断
电袁严重的将影响列车的行车安全遥 10 几

分钟后袁呼和浩特方向开来的高铁列车将
抵达兴和北站袁高铁经过时会形成较强的
气压差袁无人机距离铁路太近可能造成危
险遥

民警立即分成多个小组顺着无人机
飞来的方向进行寻找袁高铁到站仅剩 3 分
钟时袁民警才在距离广场几百米的马路边
将放飞无人机的陈某查获遥 野铁路沿线不
能随意放飞无人机袁 火车马上进站了袁你
赶紧收回来浴 冶民警立即要求陈某将无人
机降落袁随即将陈某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进
一步调查遥

经查袁陈某是无人机爱好者袁购买无
人机之前还专门学习并考取了相关驾驶

执照袁此次拍摄火车站和铁路视频是为收
集视频素材袁 并没有向有关部门进行报
备遥 民警对陈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袁并告知
在铁路线路上空放飞无人机可能造成的
严重危害袁陈某当即表示认识到错误并接
受处罚遥
根据叶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曳第五十三

条第渊二冤项尧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袁给予陈
某行政罚款 500 元的处罚遥
警方提示院未经相关部门允许袁禁止

在铁路电力线路两侧五百米范围内飞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升放风筝 尧气
球尧孔明灯等低空飘浮物体袁如有违反袁将
受到法律处罚遥 渊赵振辉冤

高铁上空飞无人机 男子被查受到处罚

巴彦淖尔讯 近日袁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
临河分局团结路派出所连续抓获 4名逃犯袁
及时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遥

1月 31日 18时袁团结路派出所民警在
工作时发现袁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李
某某被乌兰察布市警方网上追逃袁近期在临
河区有活动轨迹袁 该所内立即安排警力布
控袁并成功在其临时住所住将其抓获遥

去年 8月袁涉嫌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陈

某某一直在逃袁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袁团
结路派出所民警联系到其家属袁 并通过对
其家属做工作袁2023年 2月 1日上午 9时袁
陈某某在其家人的陪同下到团结路派出所
投案遥

当日下午 3时袁被贵州省铜仁警方网上
追逃的涉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袁 在团结路
派出所民警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袁张某某主
动从外地返回到团结路派出所投案遥下午 5

时袁 就在民警办理张某某羁押手续的过程
中袁办案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袁因涉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耿某某袁正被山东省临沂警方网
上追逃袁民警通过研判分析袁判断其极有可
能正在某小区的家中袁随即通知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赴其家中袁并成功将其抓获遥

目前袁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移交相关
办案单位遥

渊刘海霞冤

连续抓获四名逃犯 及时消除治安隐患

通辽讯 近日袁 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
局西门派出所将一起殴打他人案件中的违
法行为人王某某等三人抓获归案遥

办案民警在处置这起殴打他人的案件
中袁 在分别对双方调查取证打架斗殴原因
时袁 细心的民警发现涉案当事双方均对事

发起因含糊其辞袁不愿正面回答问题遥 办案
民警感觉另有隐情袁经调查发现袁涉案违法
行为人王某某存在卖淫行为遥 民警通过对
王某某进一步询问袁 王某某最终承认了自
己的卖淫行为并供出了涉案的两名嫖客遥
之后袁民警立即对两名嫖客依法传唤遥

看似一起普通的斗殴案件袁 民警却凭
借敏锐的职业警觉性和洞察力袁 发现了隐
藏其中的端倪袁 并成功破获一起卖淫嫖娼
案件遥

目前袁3人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遥
渊张洪涛冤

调查打架斗殴案 民警破获“案中案”

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遥 刘英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