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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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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尸体配阴婚 两名男子落网
新报讯（记者 杨 佳） “李某某，快去你姐的坟

墓上看看哇，墓地被盗了。”4月2日上午，正在家中干
活的李某某听到村民说的这个消息后，急忙扔下手中
的工具，跑到已经去世五六年的姐姐的墓地，只见墓
地被挖开，棺材被打开，尸体不见了，现场一片狼藉。
李某某赶紧拨打110报了案。

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
后立即立案侦查。 办案民警从花圈店和从事丧事活动
的人员上着手调查， 终于在一家花圈店打听到了犯罪
嫌疑人薛某某（53岁，察右中旗人），并在4月2日将其抓
获归案。随后，民警顺藤摸瓜，于4月3日将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郭某某（61岁，四子王旗人）抓获。

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察右中旗某村村民张某的
哥哥刚去世，张某想给死去的哥哥配阴婚，就找到薛某某
帮忙。于是，薛某某又找到郭某某商量此事，约定由薛某
某寻找女性尸体，郭某某雇人挖掘坟墓。一切准备妥当之
后，4月2日凌晨，郭某某和薛某某带领雇佣的工人驾车悄
悄潜到了事先看好的一处女性坟墓处，挖开坟墓，将尸体
从墓穴内搬出， 运到买家处。 郭某某和薛某某获得赃款
2.2万元。日前，察右中旗公安局向察右中旗人民检察院
对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和薛某某提请批捕。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4月20日，骗保未
遂的临河区男子韩某被临
河区公安局行政拘留。

4月19日，临河区公安
局解放街派出所接到巴彦
淖尔市人保财险公司报警，
称3月25日， 韩某称其停放
在富源集团西墙外的轿车

被碰撞损坏，要求保险公司
按照车损险给予赔偿。理赔
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韩某
所说的事实存在疑点。接到
报警后， 民警对保险公司
的勘验笔录进行了仔细研
究， 找出了韩某在笔录中
自相矛盾的地方。4月19日
下午， 民警依法将韩某传

唤至解放街派出所询问，
韩某如实供述了他在获得
事故对方给的赔偿金后，
想再骗取保险公司赔偿金
的违法事实。 原来，3月25
日， 韩某的车辆并不是在
富源集团附近损坏， 而是
在天晟物流园门口与一辆
叉车发生碰撞。 当时报警

后，韩某与叉车司机商议私
下解决还达成了赔偿协议，
叉车司机已经将韩某的轿
车修理费全部赔偿。3月26
日，为了再得到保险公司的
理赔款，韩某又故意伪造事
实。针对韩某骗保未遂的违
法行为，警方依法对其作出
行政拘留的处罚。

●4月25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在哈拉更沟销毁一批爆炸类物品。据介绍，新城区公
安分局从3月27日开始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非法
生产使用爆炸物品专项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共收缴军用
子弹2000发、猎枪弹350发、射钉枪弹3000发、炮弹1枚、
手榴弹1枚、导火索100米、硝铵及乳化炸药500公斤、
雷管1303枚、信号弹200发、礼花弹40枚。 （段丽萍）

内蒙古贸促会
原党组书记
李世镕被逮捕

新华社消息 记
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获悉，该
院日前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贪污罪对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
会原党组书记李世
镕（正厅级）决定逮
捕。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2017年2月23日，
李世镕因涉嫌受贿罪
被检方立案侦查。

（刘懿德）

大练兵
4月26日，在荣乌高速公路大队办公楼下，交警正在进行交通指挥手势训练。据了解，

为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鄂尔多斯市交通管理支队荣乌高速公路大队连日来
开展了春季大练兵，内容包括单兵队列、体能、交通指挥手势等。该大队机关中队和沿线7
个路勤中队的187名交警参与了练兵活动。 摄影/本报记者 张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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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内蒙古首条高
铁乌兰察布至呼和浩东段
已经竣工， 进入了动态检
测阶段， 为即将开始的联
调联试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 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
通车。4月26日， 记者跟随
检测车探班内蒙古首条高
铁的动态检测过程……

动态检测不马虎

4月 26日，55902次检
测车在呼和浩特东站整装
待发。由红、蓝、绿3种颜色
的车厢组成， 包括内燃机
车、工务检测车、电务检测
车、 接触网检测车。4月23
日首次上线运行后， 这是
55902次检测车第三次执
行动态检测任务， 当日运
行速度已经提高至160公
里/时，再次对张呼客专乌
兰察布至呼和浩特东间轨
道几何尺寸、 轨道电路特
性、应答器报文、接触网几

何参数等行车设备使用情
况进行检测。

8时30分， 检测车发
车。 记者乘坐的是工务检
测车厢， 这里像一个移动
的办公室， 悬挂着一块电
子显示屏， 实时显示行车
过程中的轨道检测数据。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轨道
检测通俗地讲就是检测轨
道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例
如有没有存在高低不平等
情况。 这关系到今后行车
安全和乘客乘车时的舒适
度。目前看来，这条高铁线
路的质量标准高于标准要
求，施工质量不错。”

经过一个小时的运
行，检测车通过旗下营南站
和卓资东站，运行至乌兰察
布站停车， 片刻后返回。当
日的动态检测车的行车指
挥工作由张呼客专联调联
试临时调度台负责， 执行

“问路式”车机联控，此次检
测在更靠近设计运行时速

的前提下，为张呼客专联调
联试提供基础保障。

记者了解到， 联调联
试是指采用高速检测列车
等测试设备， 在铁路开通
运营前对沿线轨道、 接触
网、通信、信号等各项设备
逐步进行测试， 并依据测
试结果对发现的缺陷进行
调整，直至各个系统以及整
体系统满足符合高速运行
及动态验收要求的过程。目
前，呼铁局的动态检测车为
车体构造速度为160公里/
时，达不到高铁250公里/时
的设计时速。 联调联试阶
段， 将从中国铁路总局调
来专门的检测车进行规定
时间的联调联试。

“黄医生”即将入蒙

在检测车上， 记者了
解到一个好消息———为了
保障联调联试按时高质完
成， 呼铁局组成接车组赴

北京接“黄医生”（综合检
测动车组），开展张呼客专
的联调联试工作。

从接车人员现场发来
的照片中记者看到， 这是
一辆外形酷似动车、 车体
为黄色的列车。 赴京接车
的随车机械师张浩通过电
话告诉记者， 本次担当张
呼客专综合检测任务的是
CRH5J-0501综合检测车，
该检测车是在CRH5A型
动车组基础上， 加装专业
检测设备组成， 重点对张
呼客专各子系统及相关系
统间接口、匹配关系进行
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
引供电、接触网、远动、通
信、信号、客服等系统的
性能或功能； 验证轨道、
道岔、路基、桥梁、隧道等
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
综合接地、 电磁环境、振
动噪声、声屏障、分相装置
等是否满足相关标准的要
求。

为高铁开通做好准备
工作

两个小时往返呼和浩
特东站至乌兰察布站之间，
当日的动态检测工作圆满
结束。记者了解到，为高铁
开通投入紧张准备工作的，
不仅仅是动态检测车上认
真的工作人员，夜间仍有工
作人员默默工作。为了确保
26日的动态检测车安全运
行，4月25日22时至26日4
时，呼铁局房建部门利用夜
间天窗点对呼和浩特东站、
卓资东站、 旗下营南站、乌
兰察布站等张呼客专的20
个站台限界进行测量。

4月17日，呼铁局组织
召开张呼客专联调联试工
作启动会， 正式成立张呼
客专联调联试指挥部。呼
铁局抽调99名精兵强将，
全面负责联调联试、 动态
检测的组织实施工作，确
保联调联试和动态检测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
呼铁局新闻科科长李

伟告诉记者， 张呼客运是
国家铁路网骨架京包、包
兰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内蒙古首条新建高
速铁路。 该线路始于张家
口南站， 引入呼和浩特东
站，全长286.8公里，其中内
蒙古自治区境内 211.3公
里。列车设计速度为250公
里/时。全线共设6座车站，
分别是： 怀安站、 兴和北
站、 乌兰察布站、 卓资东
站、旗下营南站、呼和浩特
东站。于2014年3月27日开
工，建设工期4年。

目前， 呼和浩特至乌
兰察布段即将进入联调联
试阶段，预计今年开通；乌
兰察布至张家口段桥梁工
程计划2017年7月完成；轨
道工程计划2017年9月完
成；2017年底计划基本具
备联调联试条件，2018年
按期开通。

文/本报记者 查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