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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海关侦破走私新型毒品“蓝精灵”案

市场无情 华夏有爱———龙盈策略定开净值产品给您关爱
龙盈固收半年定开净值型理财火热发售中……
首期业绩基准：4.6%
认购起点：1万元 销售渠道：手机、柜面、网银、华夏e社区
购买时间2018年11月8日至14日
产品开放日：每年11月15日
限量发售，预购从速！
详询0471-3395577与各营业网点

华夏银行 龙盈理财

新报讯（记者 刘 睿）

11月7日，记者从呼和浩特
海关了解到，今年9至10
月，呼和浩特海关隶属包
头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破
一起走私新型毒品“蓝精
灵”案，查获毒品“蓝精灵”
300粒，抓获犯罪嫌疑人2
名。这是呼和浩特海关首
次在国际邮件渠道侦破该
类型毒品案件。

据呼和浩特海关工作
人员介绍，9月17日上午，

呼和浩特海关驻白塔国
际机场办事处的工作人
员在对由机场发往自治
区各地的国际邮件进行
例行检查时，发现一件由
日本邮寄至包头的邮包
内装有两盒可疑违禁药
品。海关部门随即将此线
索移交至包头海关缉私
分局开展调查，经进一步
检查确定邮包内的“药品”
为日本生产的处方类药品

“氟硝西泮”（又名“蓝精

灵”），是近期在我国出现
的一种新型第三代毒品。
此类毒品具有极强的催
眠、遗忘、成瘾作用，与酒
精一起合用时还会产生与
吸食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
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
果，“蓝精灵”还经常被不
法人员用于迷奸。

在获取了包头市公安
局的有力支持后，呼和浩
特和包头两地的海关缉私
部门立即对邮包所登记的

收货地址和收货人信息开
展了细致分析比对，并迅
速锁定了家住包头市青山
区某小区一名叫王某某的
男性为收货人。9月18日14
时许，收货人王某某在其
所住小区院内签收邮包的
过程中，被埋伏在附近的
缉私警察抓获。

王某某交代，今年9
月初他通过微信联系到
一名海外代购，以每盒
4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

盒200粒氟硝西泮，并以
EMS直邮方式从日本邮
递走私入境。缉私部门以
嫌疑人王某某交代的“A
日本株式会社”海外代购
微信号为突破口，运用多
种手段和大量数据分析，
基本查清此海外代购微信
号系一名经常在福建省福
州市活动的女性黄某某
所使用。

通过缜密侦查并取得
大量确凿证据，包头海关

缉私分局会同包头市公安
局赶赴福建省开展对黄某
某的抓捕行动，在福建省、
浙江省等地的海关、缉私、
公安等部门的配合下，最
终在浙江省温州市火车南
站成功将涉案嫌疑人黄某
某抓获。经审问，黄某某对
其走私贩卖毒品行为供认
不讳。至此，呼和浩特海关
关区内查获的首起国际快
递渠道走私新型毒品案正
式告破。

新报乌海讯（记者 白

忠义） 为跟婆婆“抠”钱，
儿媳竟将婆婆打伤，最终
换来10天行政处罚。

11月5日，乌海市公
安局乌达区公安分局教
子沟街派出所接到110指
令称，在乌兰乡泽园村有
一位75岁老人被儿媳殴
打致伤。赶到老人住处
后，民警见到了头部、脸
上、手腕处布满伤痕的老
人。民警向老人询问得
知，老人姓方，几年前自
己的田地被征收，拿到了
一笔补偿金，为了让子女
们生活更好些，老人便将

这笔钱平均分配，二儿媳
赵某认为婆婆财产分配欠
公平，由此生了嫌隙，三天
两头去婆婆家找麻烦，以
各种借口要钱。

当日上午，赵某又一
次来到泽园村向老人借
钱，因为二儿媳平日分外
狂妄，对老人从来都是肆
意苛责，并且借钱多次均
未还，这回老人便拒绝了
她的要求。谁知，赵某恼羞
成怒，竟对老人实施暴力，
因为无力抵抗，老人头部、
脸上、手上均被抓伤。

民警在与老人交谈过
程中，村民们也纷纷闻讯

而来，为老人伸冤诉苦。据
村民们反映，赵某动手打
婆婆已不是新鲜事，近几
年来，人们时不时就会听
到赵某辱骂老人，总会看
到老人身上留下的伤痕。

在了解清楚状况后，
民警将赵某传唤至派出
所，一开始她很不配合，声
称自己没有犯法。面对赵
某的抵触，民警采用说理
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经
过一个小时的努力，赵某
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
恶劣性和严重性，接受了
民警给予的行政拘留10日
的处罚。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小李在结账时发现将服务
员手机拿走了，本该马上
归还，可却将手机直接扔
了。在民警调查时，小李的
媳妇不但不配合警方调
查，还阻止民警带走小李，
并对民警大打出手，最终
小李的媳妇和朋友涉嫌妨
害公务被警方刑事拘留。

10月27日晚上，小李带
着媳妇和朋友来到呼和浩
特市金桥开发区一家饭店
吃饭，在结账时，小李需要
开发票，可是用手机扫二维
码没有成功，于是用服务员
的手机扫描，很快扫描成功

了。就在此时，小李的朋友
因为结账事宜和小李争执
起来，饭店经理急忙过来劝
架，在此期间饭店经理发现
吧台上有一部手机，询问是
谁的。小李随口说自己的，
同时把手机装了起来。离开
饭店后，小李媳妇发现多了
一部手机，询问是谁的？小
李发现不是自己的，随手将
手机扔向路边。

饭店服务员发现手机
不见了，怀疑是小李拿走
了，急忙报警。辖区刑警队
接到报警后展开调查，找
到了正在KTV唱歌的小
李。警察出示工作证后，要

求小李协助调查，小李媳
妇看到警察要带走老公，
便坐在小李腿上不让带
走，同时向警察索要证件，
警察出示证件时，小李媳
妇一把将证件抢过去塞进
自己内衣，让警察自己过
来取。民警在带离小李媳
妇时，小李的朋友开始推
搡民警并将其衣服撕坏，
同时打伤民警。民警呼叫
增援后才将现场控制。

目前，小李已被警方取
保候审，小李媳妇及其朋友
对阻碍民警执行公务一事
供认不讳，目前涉案人员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新报讯（记者 杨晓红）

11月8日，记者从包头市食
药监局了解到，该局青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由路
市场监管所查获一起销售
假冒茅台酒案，查扣假冒
茅台30瓶。

据了解，该所在检查
中查扣涉嫌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53vol/500ML“飞
天牌茅台”白酒30瓶。执法

人员随即联系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人员进行产
品辨认（鉴定），经确认这
30瓶酒不是商标持有人所
生产，全部是假冒茅台酒，
侵犯了茅台酒厂注册商标
专用权。

由于此案数额较大，
依据规定，目前已将该案
移交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
局处理，当事人李某被刑

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
调查当中。

包头市场监督管理执
法人员提醒商家：经营者
在进货时务必要做到从正
规渠道购进商品，索证索
票并核对产品批次，同时
要查验供货商的经营资质
和商品合格证明、鉴定报
告等证明材料，切莫贪图
利益购进假冒伪劣商品。

警务实战训练
从11月7日开始，呼和

浩特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治

安大队开展为期一周的警

务实战训练，内容涉及警务

技能、警械使用、盘查、搜身

与带离以及“一招制敌”等。

训练内容涵盖民警日常工

作中所要接触的方方面面，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摄影/本报记者 刘晓君

儿媳殴打婆婆惹众怒被行拘10日

包头查获30瓶假冒飞天茅台

打伤警察抢走证件 女子阻碍执法被刑拘

警方有奖征集赵刚团伙犯罪线索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11月7日，呼和浩特公安局
回民区分局现向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收集
以赵刚为首的犯罪团伙的
违法犯罪线索。

近日，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回民区分局破获以赵
刚为首的犯罪团伙，现已
抓获团伙成员5名，并已全
部批准逮捕。

为了深挖余罪、扩大
战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公开收集该犯

罪团伙成员的违法犯罪线
索。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对
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举报
内容等情况严格保密，并
对举报线索查证属实的给
予奖励；对打击报复举报
人、证人的，将依法从严、
从重处罚。公安机关正告
该犯罪团伙其他成员主动
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凡包庇、窝藏犯罪嫌疑人
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
助、通风报信的，将依法严

厉追究法律责任。
对提供该犯罪团伙成

员实施的违法犯罪线索并查
证属实的，根据案件性质，给
予2000~20000元奖励。

来访来信地址：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

华西街51号回民区公安分

局扫黑除恶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

民区分局联系方式：

张警官：18548153944

徐警官：18504714601

办公室：0471-382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