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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破获特大跨国跨省走私贩卖毒品案：缴获毒品6.6千克
文/首席记者 刘晓君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2月
26日向媒体发布，我区警方
去年历时9个月，破获了一
起外籍人员从非洲国家向
中国走私贩卖毒品的特大
案件，摧毁了一个内外勾结
的吸贩毒网络，打掉一个跨
国吸毒卖淫团伙；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24名，其中尼日利
亚籍5名、蒙古国籍1人；查
获吸毒人员62名，其中蒙
古国籍6名；缴获毒品6.6千
克，其中来自科特迪瓦的
冰毒1千克，来自四川的海
洛因5.6千克；冻结毒资
23.6万元，遣返蒙古国吸毒
卖淫女子6名。

在侦破此案过程中，
警方首次发现非洲国家在
国内建立的一条贩运毒品
通道———毒品自科特迪瓦
入境进入呼和浩特，由蒙
古国籍贩毒人员接收，再
向北京输送，之后分销出
去。警方通过这条通道摸
清了辐射到四川、浙江及
广东的贩毒网络。专案组
适时收网，成功斩断了通
道，摧毁了由境内境外层
叠构建的五层贩毒网络，
有力打击了跨境跨省毒品
违法犯罪，对做好边疆地
区涉毒防控、守好祖国的
北大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古国女子深夜行踪

可疑

2018年3月，自治区公
安厅收到一条境外走私贩
卖毒品的重要线索，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接到指令立
即派出精锐力量投入侦破
工作。

警方了解到，呼和浩
特人田某有吸贩毒前科。
田某及其团伙成员由于严
重缺乏毒品，甚至多次溶
解“冰壶”的残渣进行二次
吸食以缓解毒瘾。田某多
方打听毒品来源和渠道，
准备购买毒品供己吸食和
贩卖牟利。

警方在田某的通话记
录中发现，一名女子高频
次出现，后查明该女子是
蒙古国人马某某，无正当
职业。以马某某为首的多
名蒙古国女子经常浓妆艳
抹，昼伏夜出，频繁出入酒
吧和居民小区，采取加微
信交友聊天或相互引见介
绍的方式提供色情服务。
马某某年龄在二十七八岁
左右，身材矮小，略胖，皮
肤白皙，经常在午夜至凌
晨时段出没于田某住所。
警方怀疑该二人除了卖淫
嫖娼关系外，还有重大涉

毒嫌疑。

外籍嫌疑人浮出水面

警方监控到，2018年5
月29日下午，田某驾车带
着马某某到达北京与河北
的交界处燕京一带，两人
来到一家商场内的西餐
厅，与一个30岁左右的高
个黑人男子会面，简单沟
通后，田某和马某某又驾
车匆匆原路返回。

侦查员觉得情况异
常，经与北京警方联络，初
步判定该男子可能系非洲
裔或来自非洲地区。

随后一段时间，该男
子与田某等人并未有其他
业务往来，侦察员凭借经
验判断，这一情形非常符
合毒品交易，决定以此为
重点摸清涉外贩毒通道、
网络分布及其人员等情
况，并将这些信息上报给
自治区公安厅和公安部禁
毒局。

在部局的统一指挥和
北京警方的密切协作下，
侦查员对与田某见过面的
疑似非洲裔男子展开密集
侦控。侦查员发现，一个北
京归属地的手机号码与马
某某联系的时间正好与田

某二人到达北京的时间点
吻合。经过进一步核查、比
对，警方确定与马某某通
话的男子和在西餐厅见面
的男子为同一人，是非洲
尼日利亚人艾某某。

根据此线索，北京警
方围绕艾某某在北京的社
会关系展开延展侦察，掌
握了艾某某贩毒的证据后
将其抓获。沿着艾某某的
线索，侦查员又发现4条非
洲裔人员在北京的贩毒线
索。原来狡猾的尼日利亚
人为了迷惑警方，先将冰
毒通过快递从科特迪瓦邮
寄到呼和浩特，再由专人
将毒品运回北京，之后再
从北京分销出去。

两名主犯相继落网

2018年7月1日，田某单
独驾车离开呼和浩特前往
北京，并于7月3日晚返回，
其间与多名涉毒前科人员
频繁通话且行踪诡秘。当日
22时许，正当田某在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一处住宅内准
备进行毒品交易时被警方
抓获，现场缴获300克冰毒。
田某交代，他此次去北京是
马某某从中牵线搭桥，打算
从非洲人手里购买毒品，但

是没有成功。现在手里的
毒品是直接从马某某那里
购买的，共计1000克，共需
毒资28万元，他已经给对
方付了20万，剩余8万元马
某某将亲自来取。当日23
时许，马某某如约而至却
被当场抓获，在其身上搜
出31张中国农业银行共计
20万元的打款凭条。随后
在田某的指认下，在其另
一处住所内搜缴了另外
700克冰毒。

沿线溯源现贩毒网络

马某某交代了其犯罪
事实。自2018年3月份开
始，她与尼日利亚籍人员
勾结并受他们指使，将从
科特迪瓦通过快递走私到
呼和浩特市的毒品接手后
再中转到北京，她本人从中
获利。她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网罗蒙古国女子吸食
毒品从事卖淫活动，并与呼
和浩特地区吸贩毒人员形
成网络，引诱拉拢发展下线，
田某就是她发展的一条主
要下线。警方随后对田某吸
贩毒网络进行梳理，筛查出
本地贩毒人员8名、吸毒人员
62名。顺着这张网继续向外
扩展，又发现了一条来自四

川的重大贩毒团伙线索。

大收网集中行动

收网行动在北京、四
川、内蒙古相继展开。北京
警方将涉案的另外4名尼
日利亚籍犯罪嫌疑人一举
抓获，至此涉该案的5名尼
日利亚籍犯罪嫌疑人全部
到案。

与此同时，四川警方
又梳理出由凉山洲人吉子
某某、海日某某二人为组
织者、由越西县、昭觉县人
孙子某某、伍日某、阿西某
某等运输贩卖毒品的特大
团伙。2018年12月12日，这
个团伙的11名成员被四川
警方全部缉获，缴获毒品
海洛因5.6千克。

呼和浩特警方对本地
吸贩毒人员实施抓捕，共抓
获贩毒嫌疑人8名、吸毒人
员62名，遣返蒙古国涉毒卖
淫人员6名。呼和浩特警方
又向涉毒资金账户收取地
区浙江省和广东省通报了
蒙古国女子马某某的个人
信息，在三地密切配合下，
成功冻结了存储在中国农
业银行绍兴支行账户内的
毒资23.6万元。目前毒资追
缴工作仍在进行中。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记者2月26日从呼和浩特
市检察院了解到，日前，
由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
泉分局侦查终结的“12·
17”特大故意杀人案，经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
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人
民 检 察 院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
察院受理案件后，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成立由检察
长宝音德力格尔为主办
检察官，刑事检察一部负
责人为检察官，以及检察
官助理、书记员组成的办
案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2月25日，呼和浩特
市人民检察院向“12·17”
特大故意杀人案犯罪嫌
疑人李鹏飞送达了权利
义务告知书。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案情链接】

2018年12月23日，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

嫌疑人李鹏飞批准逮捕。

经审查查明，犯罪嫌疑

人李鹏飞同被害人刘某某、

潘某甲于2016年合伙开办

水厂，因经济纠纷心生不

满，遂对两名被害人产生杀

意。李鹏飞通过网络购买刀

具等作案物品，并随身携

带，等候时机。

2018年12月16日14时

许，李鹏飞来到3人合伙的

水厂，同刘某某发生口角，

遂持刀将其杀害，并从刘某

某的身上拿走其家门钥匙

等，开车前往刘某某位于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呼铁佳园

的家中。同日20时许，李鹏

飞用钥匙进入刘某某家中，

将刘某某妻子张某某强行

带到卫生间杀害。之后驾车

逃离，藏匿于某洗浴中心。

2018年12月17日5时

许，犯罪嫌疑人李鹏飞驾车

前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天

骄花园小区，进入楼道内等

候。7时许，李鹏飞进入电梯

内，持刀将潘某甲的妻子

肖某某、女儿潘某乙杀害，

并从被害人肖某某的身上

拿走潘某甲的家门钥匙

等，用钥匙进入潘某甲家

中，将还在睡觉的潘某甲

杀害。之后将房门锁上驾

车逃离现场。

2018年12月17日，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局

立案侦查，并将犯罪嫌疑人

李鹏飞抓获。12月21日，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

局向玉泉区检察院提请批

准逮捕。玉泉区检察院从重

从快，利用两天时间，以涉

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

人李鹏飞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并提出了继续侦查取证

意见。

新报鄂尔多斯讯（记

者 范亚康） 记者2月
25日从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人民法院了解到，日
前，东胜区人民法院对
李某诈骗案作出一审判
决，判处犯诈骗罪的被
告人李某拘役5个月。

经查，2017年10月，
被告人李某以其酒驾被
交警查扣车辆，需要赎车
为由骗取恋爱对象李某
某1万元；同年7月3日至8
月19日期间，虚构给工人
结算工资、购买配件等理
由，多次骗取另一名恋爱
对象韩某共计6800元。两
天后，又虚构其雇佣的司
机肇事，以需要给对方赔
偿为由取得受害人韩某
一张交通银行卡后，多次
支取、消费卡内金额共计
23000元。半个月后，又虚
构其奶奶去世，以需要用
钱为由取得受害人韩某

一张光大银行卡后，多次
支取、消费卡内金额共计
21130元。另查明，案发
前，被告人李某曾向受
害人韩某退还共计5500
元。

又查明，2017年9月
28日，被告人李某谎称
要给韩某的交通银行卡
还款需要验证码为由，
骗取手机验证码后，通
过信用卡手机客户端

“买单吧”APP向交通银
行申请获得了93000元
的“好享贷”，并分多次
支取、消费；2018年1月
至3月期间，被告人李某
明知韩某不同意其使用
上述交通银行卡，并多
次向其索要该卡的情况
下，仍多次持卡套现、消
费共计23909元。

综上，被告人李某
多次实施诈骗，诈骗数
额合计55430元；共实施

信用卡诈骗两起，诈骗
数额合计116909元；后
因无力向受害人韩某退
还钱款，于同年5月15日
投案自首。案发后，被告
人李某的家属代其向受
害人李某某、韩某退赔
诈骗款取得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
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李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
信用卡管理法规，冒用
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李某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依
法减轻处罚；案发后，李
某向受害人退赔经济损
失取得谅解，对其酌情
从轻处罚。故作出如上
判决。

情场老手原是诈骗高手
两女子被骗得团团转

呼和浩特市检察院
对“12·17”特大故意杀人案审查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