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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治4

2月22日18时14分，包
头市东河区一家金店遭抢
劫，价值40多万元的金饰
被抢走。包头市东河区公
安分局民警昼夜奋战35小
时成功破案，将犯罪嫌疑
人丁某某抓捕归案，价值
40多万元的金饰被追回。
丁某某为什么疯狂抢劫金
店？2月27日，记者来到东
河区看守所采访了犯罪嫌
疑人丁某某。

警方35小时破案

燕燕金店是东河区一
家老店，已经开了27年。案
发后，燕燕金店的白先生
向记者讲述了金店被抢经
过。2月22日18时14分，一
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戴着眼
镜和口罩走进店里，一句
话都没说，手持一罐不明液
体喷向3名女店员，她们顿
时双眼刺痛什么都看不清
了，男子用锤子砸碎3截柜
台的玻璃，将里面的金饰快
速装进随身携带的包里，走
出金店，消失在夜色中。

当天18时20分，110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燕燕金
店被抢。东河区公安分局

相关警种迅速赶赴现场，
由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门
立即成立专案组兵分四路
展开调查。

由于案发时嫌疑人面
带眼镜、口罩进行遮挡，加
之工作人员恐慌，无法准
确描述嫌疑人体貌特征，
而且犯罪嫌疑人准备充
分、作案时间短、现场遗留
物证少，具备极强的反侦
察意识，给侦查工作带来
极大困难。

专案组调取了案发地
周边的监控，8名民警连夜
查看了近2000G的视频资
料，及时召开案情分析会，
筛选有价值线索。经路线

跟踪发现，嫌疑人从金店
出来进入矿机小区后失去
踪迹。

民警对矿机小区进行
了地毯式搜索。23日8时，
民警们在该小区发现了疑
似嫌疑人所携带的背包，
里面装有嫌疑人作案时所
穿衣物及作案工具。22时，
民警们确定了嫌疑人身
份，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东河区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副队长朱锦告诉记者，
经过大量信息整合，民警们
发现嫌疑人正在大同返回
土右旗的列车上。抓捕小组
兵分两路，一组动身前往
呼和浩特，经呼和浩特站

上车后伺机抓捕；一组在
土右旗进行布控。2月24日5
时30分，犯罪嫌疑人丁某
某在列车上被抓获。

丁某某现年31岁，吉
林省人。经突审，丁某某拒
不交代，之后在强有力的
证据面前，丁某某心理防
线崩溃，如实供述“2.22”抢
劫金店犯罪事实。与此同
时，萨拉齐组工作民警将
未来得及销赃的价值40多
万元的黄金首饰查获，至
此“2.22”金店抢劫案成功
告破。

练过擒拿格斗当过保

镖

究竟是怎样的犯罪动
机让丁某某陷入疯狂，只
身抢劫金店？2月27日10
时，记者在东河区看守所
见到了丁某某。

身穿囚服的丁某某身
材高大。丁某某告诉记者，
他15岁就离家出来闯荡，
去过很多地方。他练过擒拿
格斗，还给别人当过保镖。
后来，丁某某在北京生活了
很长时间，由于北京租房消
费太高，丁某某和朋友来到

呼和浩特落脚。丁某某告诉
记者，每个月挣个万八千的
对他来说很容易。

记者提出，这样的收
入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
还要抢金店？丁某某说，他
身上的钱不多了，抢金店
已经谋划很久了。他打算
用这笔钱投资做生意，给
家人看病。

丁某某说，春节前，他
来到包头市土右旗住进一
家宾馆，开始通过网络地
图筛选目标金店。之所以
选择燕燕金店，就是因为
这家金店看上去店面比较
大，地处繁华地段，周围有
多个老旧小区，便于脱身。
选定目标后，丁某某两次
去实地踩点，他观察好沿
线的监控位置和盲区，制
定好来回的逃跑路线。2月
22日，丁某某乘坐大巴车
从土右旗来到包头市东河
区，他来到提前计划好的
一处桥下，换好作案用的
服装工具，带上假发，搭车
来到燕燕金店附近。由于
丁某某身材高大，为了避
免被警方发现，他故意弯
腰变换步态，假装拐着一
条腿走路。他走进金店后，

当时有3位女店员，他用非
正常手段，导致3人视线模
糊，趁她们躲进里屋时，丁
某某用锤子砸碎柜台玻璃
抢走了店内的金饰。逃出
金店后，丁某某躲进旁边
的矿机小区，换下作案的
服装扔下背包和工具后离
开小区。作案用的假发被
他扔进了一个下水井中。
随后丁某某连夜坐大巴回
到土右旗某宾馆，他在清
点金饰时非常失望，本以
为这次能抢到价值百万的
金饰，没想到只有40多万。
他将金饰分两部分，一份
藏到布草间墙洞里，一份
藏到床头背面。

2月23日一早，丁某某
乘列车去了山西大同，在
当地的小金店卖了一条金
项链，得到9000多元。当天
他又乘坐列车返回土右
旗，就在这趟列车上丁某
某被警方破获。被捕时，丁
某某一直在问警方，“你们
是怎么发现我的？”

最后丁某某落寞地说，
再有20多天就是奶奶的生
日了，他本打算有了钱，就
回家好好给奶奶过个生日，
现在看来回不去了!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2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阿
日哈沙特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查获走私冻品5060余公
斤，为近年来查获的最大
走私冻品案。

当日16时30分许，执
勤 民 警 在 对 车 牌 号 为
7490DOR、5894DOR的外
籍入境车辆进行车体检查
时，发现两名司机神色紧

张、情绪反常，民警立即对
该车彻查，在车厢里发现大
量走私冻品。经查，走私冻
品含羊肚1660公斤、羊肾
3400公斤。该案已按规定移
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此次查获的走私肉类
冻品均无任何产地证、食
品流通许可证等有效准入
证件，不仅影响国内正常
市场秩序，还存在重大食

品安全隐患。
冬季以来，国内肉类

消费热情提高，一些不法
分子为获取高额利润，铤
而走险进行走私冻品活
动。连日来，阿日哈沙特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
加大出入境车辆的检查监
护力度，严厉打击口岸走
私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筑
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

新报鄂尔多斯讯（记

者 范亚康） 记者2月
26日从鄂尔多斯东胜区
人民法院了解到，一名
女司机边开车边打电
话，因避让不及造成1死
1伤的交通事故。日前，
东胜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交通肇事案，被告
人温某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
刑2年。

经查，2018年10月
8日5时许，被告人温某
驾驶小轿车沿乌审街
行驶至东联现代中学
门前道路时，将步行通
过道路的陈某某、杨某
某撞倒，致陈某某当场
死亡、杨某某受伤。肇
事后，温某委托路人郭
某某报警并在现场等
待民警到来。经鉴定，
被害人陈某某符合交
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

伤而死亡。事故原因系
温某驾驶机动车夜间
行驶却未降低行驶速
度，且使用手持电话，
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被害人陈某某、受害人
杨某某过道路未走人
行横道，应承担事故的
次要责任。

另查明，案发后被
告人温某的家属已向
被害人陈某某的家属
支付赔偿金3万元，并
赔偿了受害人杨某某
的经济损失且取得谅
解。经法官调解，原告
人与被告人温某及附
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人
保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由人保公司向原告人
支付交强险赔偿金11
万元；温某另行向原告
人 支 付 赔 偿 款 共 计
42.5万元，并当场履行
完毕。原告人对温某表

示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温某违反道路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
发生交通事故致1人死
亡, 且负事故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
事罪。被告人温某犯罪
后主动投案，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
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案发后，保险公司已在
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被
害人陈某某的近亲属
进行赔偿，被告人温某
也补偿了被害人陈某
某近亲属及受害人杨
某某的经济损失，陈某
某的近亲属及杨某某
对温某表示谅解，对其
酌情从轻处罚。综观全
案，对被告人温某适用
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决定对其宣告缓刑。故
作出如上判决。

新报包头讯（记者 解

裕涛） 2月25日10时许，
包头市交管支队特勤大
队勤务中队执勤民警在
友谊大街与呼得木林大
街十字路口执勤，拦住
一辆挂着过期临时牌照
的轿车，并对司机处以
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
罚。

当日，民警看到一辆
白色本田轿车未悬挂牌
照，该车转弯时被特勤大

队勤务中队民警尹妙琦拦
下。“拦停这辆轿车时，司
机并未停车，我立即上前
站在车前面，这辆车才被
迫停下。”尹妙琦说。民警
查看这张临时牌照发现已
经过期13天。

据司机张某介绍，他
2月初在呼和浩特买的这
辆车，并办理了临时牌
照，有效期是2月2日至12
日，因为张某家住包头，
所以想开车回到包头办

理牌照。由于下雪等原因
导致他耽误了回包头时
间，终于有时间办理了，
没想到刚上路就被交警
抓获。

特勤大队提醒驾驶
员：临时牌照上写的有效
期就是截止时间，包含周
末，车主应及时向车辆管
理机关申请使用正式牌
照，临时牌照过期会面临
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
12分的处罚。

包头黄金劫案告破：抢匪早有谋划 曾两次踩点
文·摄影/本报记者 周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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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牌照过期开车上路 司机被扣12分罚款200

阿日哈沙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获5吨走私冻品

边开车边打电话
女司机肇事致1死1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