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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外逃，乌云娜郝景忠落网了！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5月17日，记者从内蒙古纪
委监委了解到，近日，呼和
浩特市成功将隐姓埋名、
潜逃3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原呼和浩特市糖酒供
应站收款员乌云娜和隐居

香港多年、在逃26年的职
务犯罪嫌疑人、原内蒙古
自治区海外经济贸易总公
司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郝景忠抓捕归案。
“天网2019”专项行动
启动以来，按照自治区追

逃办的工作部署，呼和浩
特市纪委监委对追逃工作
继续提级办理，成立联合
指挥部，抽调市区两级纪
委监委、公安机关的精干
力量配强专案组，申请专
项资金，加大保障力度，为

顺利开展专项行动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面 对 潜 逃 时 间 久 、基
础信息差、社会影响大的
重点难点案件，专案组第
一时间开展案件起底，细
化信息梳理，紧密协作配

合 ，深 化 合 成 作 战 ，借 用
大数据发现蛛丝马迹，借
助信息化延伸追踪触角，
多个小组同步开展工作。
经过七天的高强度攻坚，
专案组成功捕获到犯罪
嫌疑人乌云娜和郝景忠

的隐藏信息，联合指挥部
及时进行研判并精准施
策，制定周密的抓捕预
案，指派两个小组同时出
击，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和
北京市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成功抓获。

包头捣毁制假证窝点：
14人被擒！

编造
“火车相撞”
谣言，
苏某被拘！

新报包头讯（记者 解
裕涛） 5月9日，包头市公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5月16日，呼和浩特

安局公交治安分局捣毁4
个制假证团伙窝点，抓获
制假犯罪嫌疑人14名。
今年3月份以来，包头
市许多路面出现办证小广
告，民警根据小广告上电
话号码进行跟踪，对物流
数据分析后发现，制假高
发地多次有邮往包头的包
裹，民警根据包裹锁定4个

办假证窝点。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
摸排，5月9日，在取得大量
证据后，民警实施抓捕行
动。当日，民警兵分4路，分
别对4个窝点采取同时抓
捕的行动，现场抓获8名犯
罪嫌疑人，突审后又抓获6
名犯罪嫌疑人。
据公交治安大队办
案民警张子元向记者介
绍，制假嫌疑人大部分来

自湖南娄底，他们在包头
租住房子进行制假、贩假
的违法行为，查获的证件
既有身份证、驾驶证、毕
业证等常用证件，也有国
有土地使用证、记者证、
论文获奖证、火化证等70
多种行业证书。民警现场
缴获7000多份空 白 假 证 ，
3000多枚公章，还 有 部 分
制假用的打印机、电脑等
工具。

首府警方整顿二手手机市场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新城区公安分局、中山
东路派出所组成联合检查
组，对人民路二手手机市
场及周边手机卖场开展联
合整顿。经过半个多月的
努力，人民路二手手机市
场得到有效净化，原来随
处可见的流动收二手机摊

点也不复存在。
5月19日10时许，记者
跟随中山东路派出所民警
来到人民路，
以往道路两侧
随处可见的收售二手手机
流动摊贩难觅踪迹。
“原来，
人民路北口一带的东西两
侧大约有30多家无证经营
的
“提包”
摊贩。
他们通常在
路边立一个纸牌，写上“收

售二手机”就开始非法经
营。这些流动摊点不问来
源、
不看票据就将二手手机
回收、倒卖。这也让二手手
机市场成为许多不法分子
的销赃渠道。
”中山东路派
出所民警告诉记者，
半个多
月里，
民警共排查流动摊贩
百余人次，
排查和暂扣来源
不明手机百余部。

临河区：
16人软暴力讨债获刑！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
者 白忠义） 临 河 区 首
例涉恶集团犯罪案件经过
临河区人民法院为期6天
紧张有序开庭审理，于5月
19 日 上 午 进 行 了 当 庭 宣
判，恶势力集团首要分子
即被告人高某、司某某以
犯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
住宅罪，数罪并罚，均被判
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其他成员中
除徐某某以犯寻衅滋事
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数罪
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
万元之外，另外13名被告
人均以犯寻衅滋事罪被判
处5年8个月至1年5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对刘
某某等4名被告人并处罚
金，对本案所涉违法所得
判决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6月份左右，被告人
高某、司某某、张某经对北

京和呼和浩特“债易收公
司”考察后，共同出资于
2017年7月6日注册成立内
蒙古某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高某系该公司的法人，
司某某和张某为股东。该
公司成立后，并未按该公
司名称挂牌，也未按照工
商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
范围开展业务，而是于同
月，以临河区某小区门店
为营业场所，对外挂牌“债
易收公司”，开始承揽、实
施非法讨债业务直至2018
年2月案发。期间，被告人
高某、司某某、张某向社会
招揽催收人员和业务员，
短期内便形成了以高某、
司某某为首要分子，刘某
某、何某某等为成员的恶
势力犯罪集团。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在
实施非法讨债活动过程中，
轻则使用电话、短信滋扰、
恐吓或纠集多人聚众造势
上门讨要，
动辄将被害人强

行带回“债易收公司”以谈
判、协商名义限制行动，
甚
至采用纠缠、
跟随等手段与
被害人同吃、同住滋扰数
日，使被害人工作、生活受
到严重干扰。
该恶势力犯罪
集团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严重扰乱了经济、
社会生活
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
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
心理压力，
使人民群众对社
会法治和治安状况产生怀
疑，
给司法机关工作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高某、
司某某等为牟取非
法经济利益，于2017年7月
至2018年2月期间，多次有
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
哄
闹、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
段，非法讨要债务，为非作
恶、
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情节严重，
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
关指控16名被告人的罪名，
法院予以支持。

铁路公安处向媒体发布消
息，
该外查处一起利用微信
编造
“火车相撞，
死了3名火
车司机”的谣言，传播不实
视频信息的案件，
一名违法
人员被行政拘留。
5月11日，有不少旅客
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东火
车站乘坐火车时向执勤民
警询问，托克托县永圣域
火车站是不是发生了火车
相撞事故，还有3名火车司
机身亡。民警也是一脸的
茫然，未曾接到过任何事
故警情，为什么会不断有
旅客前来询问呢？呼和浩
特铁路公安处托克托东火

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在巡
查中发现，有多名网民通
过微信群转发铁路施工现
场视频，并配有音效：今天
全 部 18 个 工 区 的 人 都 来
了，永圣域火车撞架了，火
车司机死了3个。该视频长
达15秒，在托克托县群众
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尽快查明事实真
相，消除不良影响。呼和浩
特铁路公安处网安支队联
合托克托东、托克托两个
火车站派出所对谣言视频
来源进行了调查。办案民
警经过两天的缜密侦查及
走访转发群众、施工负责
人、务工人员，民警锁定当
时在现场的临时工苏某有

重大嫌疑。
5 月 13 日 15 时
许，民警在苏某施工的工
地将其抓获。
经过询问得知，今年
52岁的苏某是5月10日铁
路部门因施工雇佣的临时
工。苏某承认，当日因为看
到永圣域火车站施工人员
和车辆较多，出于寻求刺
激、搏人眼球等原因，他在
自己创建的25人微信群内
发布了不实信息。后经人
提醒，删除了不实信息，并
将群解散。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26条第4款的规定，
苏某被呼和浩特铁路公安
处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
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