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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兵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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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讯

新报通辽讯（记者汤
军）

3月16日，记者从通辽

市奈曼旗公安局了解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

安部追授通辽市奈曼旗原

副旗长、 公安局局长邵兵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荣誉称号。

邵兵于1989年7月参加

公安工作。多年来，他始终

战斗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稳

定的第一线，取得了突出成

绩。特别是担任奈曼旗公安

局局长期间， 他坚持抓班

子、带队伍、促工作、保平

安，大力加强维稳力量和应

急能力建设，全面推行“360

秒出警圈” 快速反应机制，

有效提高了队伍的整体素

质和战斗力。他先后荣立个

人二等功两次，被评为自治

区及通辽市先进个人10余

次。2015年， 邵兵被确诊为

肝癌晚期， 于同年7月19日

病逝，终年47岁。

邵兵病逝后， 自治区

公安厅党委向全区公安机

关下发了《中共内蒙古自

治区公安厅委员会关于向

邵兵同志学习的决定》。邵

兵同志先后被评为“2015

内蒙古年度十佳法治人

物”、通辽市第四届道德模

范、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

道德模范、 第六届感动内

蒙古人物候选人。

通辽警方破获特大跨省网络贩毒案

新报讯（记者汤军）
3月15日， 通辽市公安局通

报： 经过5个多月的缜密侦

查，通辽市公安局“6·15联

合专案组”在多地警方的大

力配合下，破获一起公安部

督办的通辽首起特大跨省

网络贩卖毒品案，抓获多名

犯罪嫌疑人，缴获毒品4000

余克、毒资23万元。

2016年6月， 通辽市开

鲁县公安局民警在办理一

起互联网贩毒案件时，发现

此案中的“货”源充足，认为

背后一定有更大的老板。随

后，通辽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成立了“6·15联合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经初查发现，该

贩毒团伙中的主要犯罪嫌疑

人分布在云南、广东、浙江和

湖北， 他们向全国18个省贩

卖毒品。鉴于该案多名犯罪

嫌疑人身份不清、贩卖毒品

数量大、涉及多省多地等复

杂情况，案件迅速逐级上报，

被公安部确立为督办案件。

专案组民警经过大量

工作， 掌握了贩毒团伙中3

名网名为谢某、邱某和曾某

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得知他们从网上购买了多

张假身份证及银行卡，并用

假身份证注册了多个微信

号、QQ号、支付宝账号，以

进行沟通交流和毒资流转。

经过进一步工作，民警终于

查清了谢某、邱某和曾某的

真实身份，摸清了他们的分

工情况。其中，谢某通过建

立QQ群联系客户，曾某负

责联系购买毒品，邱某负责

给买家邮寄毒品。正当民警

对此案进行扩线侦查时，却

发现该团伙开始在网上发

展贩毒代理，每天都会寄出

数十件毒品快递。民警迅速

掌握了该团伙的活动规律

及交易方式。

经过大量调查，10月30

日，民警在湖北将犯罪嫌疑

人曾某及其上线崔某抓获，

缴获冰毒986克、 毒资23万

元和用于作案的手机6部、

银行卡2张、 假身份证3张。

与此同时，在云南的专案组

民警和在广东的专案组民

警将在云南省马关县活动

的谢某和在广东省英德市

活动的邱某及他们在赤峰

市和辽宁省营口市的下线

林某、刘某某、王某全部抓

获，共计缴获冰毒130克。

民警通过分析线索获

知，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刘某

准备从该贩毒团伙中浙江

的何某处购买1000克冰毒。

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云南的

专案组民警立即前往陕西，

并化装成快递员， 于11月7

日在西安市将前来取快递

的刘某抓获，当场缴获冰毒

1000克。

11月8日， 在广东的专

案组民警将何某的上线陈

某抓获， 缴获冰毒2039克。

11月9日， 何某在家中被抓

获， 民警当场查获冰毒300

余克。

同时，“6·15联合专案

组”将已掌握该案涉及18个

省的74条线索全部移交相

关省的警方。由此网络贩毒

案牵出的扫毒行动仍在继

续。

枪杀派出所副所长 杜文杰获死刑

3月16日，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通辽市科尔沁

区公安分局科尔沁派出所

原行政工勤编制工作人员

杜文杰持枪故意杀人案作

出裁决。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

杜文杰伙同其他3人在通辽

市科尔沁区“老二五金”楼

上开设了具有赌博性质的

名为“鑫玩家电玩城”的游

戏厅。自2016年6月18日试

营业至同年7月10日被科

尔沁区公安分局施介派出

所联合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查获期间， 该游

戏厅摆放具有赌博功能的

29台设备供他人赌博。

同年7月10日， 科尔沁

区公安分局施介派出所民

警对该游戏厅进行检查时，

依法对29台设备进行扣押。

经通辽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认定，上述电子游戏设备系

具有赌博机性质的电子游

戏设备。涉赌游戏厅在营业

期间收入共计40余万元。

7月10日22时40分许，

被告人杜文杰因“鑫玩家

电玩城” 被施介派出所联

合治安大队查处之事，到

施介派出所找到带队查办

该案的派出所副所长包占

全说情， 遭到包占全拒绝

后， 杜文杰掏出随身携带

的巡逻用64式手枪， 在派

出所门前向毫无防备的包

占全射击， 两枪击中包占

全头部， 致使包占全当场

死亡。 经内蒙古民族大学

司法鉴定中心 [2016]病鉴

字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鉴定， 被害人包占全系因

颅脑贯通枪弹创致呼吸、

循环障碍死亡。

法院审理认为， 公诉

机关指控被告人杜文杰故

意杀人、 开设赌场的事实

和罪名成立。 被告人杜文

杰因所开设赌场被查处一

事， 向办理此案的被害人

说情不成， 便持枪向被害

人头部射击， 非法剥夺被

害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 杜文杰又伙

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设

置29台赌博机组织赌博活

动，其行为又构成开设赌场

罪。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第

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六十

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

规定，判决被告人杜文杰犯

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开设赌

场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

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据《科尔沁都市报》）

殴打妻子 施暴丈夫被拘

新报讯（记者艾文
涛）

3月14日， 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巴

彦派出所将多次对妻子

实施家暴的违法人员左

某依法行政拘留。

家住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的左某和妻子吕

某靠拉砖赚钱生活。因

为闹矛盾， 左某常常打

吕某， 刚开始并不重，

可是到后来一次比一

次下手重，吕某渐渐无

法忍受。2016年， 左某

又多次殴打吕某，吕某

曾向四子王旗警方报

警求助。 按照法律程

序， 当地派出所民警对

左某做了思想教育，左

某承诺不再打吕某。但

是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自

己已经触及到法律，觉

得自己打媳妇没什么大

事。近日，两人拉砖来到

呼和浩特市巴彦镇，因

为一些家庭琐事， 左某

再次殴打吕某， 将其左

上臂软组织打伤，还用

手机殴打吕某头部致

其晕厥。这次，吕某实

在无法忍受，跑到巴彦

派出所报警。 巴彦派出

所受理此案后， 进行调

解不成，按照受害人的

要求并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 对左某作出行政

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

元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