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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历时150天集中攻坚，日前，通辽市开鲁
县公安局破获全区特大文物盗窃案。循线侦
破盗窃文物案、倒卖文物案、盗掘古遗址案等
系列案件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缴获
文物590组、11755件，破获文物犯罪案件数
占全区公安机关前5个月破获文物案总数的
50%，收缴文物数占全区公安机关前5个月
收缴文物总数的98.8%。

2月24日，开鲁县辖区居民刘某报案称
自己家价值 200多万元的 500多件文物被
盗，开鲁县公安局高度重视，专案民警日夜奋
战，全力投入摸排侦查工作中。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日后，刘某再
次报案称家中文物又被盗走两箱，数量不清。

如此昂贵的文物竟这么容易丢失？带

着疑问，专案民警迅速锁定案件排查范围，
争分夺秒推进案件侦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浮出水面，于2月26日23时许被抓获归案。

经了解，报案人刘某与王某某1999年结
婚，婚后二人以经营古董店为生，后二人离
婚，双方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文物归刘
某所有。因生活落魄，王某某想到了前妻家
的文物，动了“偷”机，并在深夜两次潜入前妻
家中。虽身体残疾，只有一只手臂，但因王某
某对前妻家非常熟悉，且对文物较为了解，成
功将文物运回自己的住处。

为避免文物流失，专案民警在审讯结束
后连夜出发，对确定地点和可疑地点展开搜
查。通辽、赤峰、沈阳……专案民警穿梭在多
个城市，在数家店铺找寻，最终将王某某存放
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古玩店、商务
车、自家和母亲家的文物全部找到，第一时间
扣押。后经自治区博物院专家鉴定，被扣押

物品中除了一般文物，还有二级文物2件、三
级文物8件。

因该案涉案物品价值巨大、数量较多，且
在侦办过程中发现了新的犯罪行为，存在团
伙犯罪重大嫌疑，需对该案进行深挖彻查。
为此，通辽市县两级刑侦部门成立“2·26”专
案组，参照扫黑除恶模式开展专案攻坚。

为防止涉案人员脱逃和转移赃物，专案
组克服疫情影响，先后赴辽宁省铁岭、朝阳、
康平以及我区阿鲁科尔沁旗、敖汉旗、巴林左
旗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和抓捕工作，并及时审
讯、扣押固定证据，确保案件法律事实与客观
事实相统一。

清理、排查、循线深挖…… 为确保专案
攻坚成效，专案组对全县近年来未破盗窃文
物等相关案件进行全面清理排查，对全市原
打处案件开展“回头看”扩线侦查，发现在
2014年盗掘开鲁县辽代古墓葬和通辽莫力

庙古遗址案中有本案漏网人员。办案民警循
线深挖，陆续侦破盗掘古遗址案、古墓被盗
案、古董被盗案、贩卖文物案等 6起刑事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涉案文物数量大，涉案人员多、地区广、
省份多……案件情况极其特殊。

专案组第一时间开展专题会商，多次与
县检察院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对涉案罪名
及罪名构成要件进行研讨。同时，将珍贵文
物与一般文物作严格区分，为涉案文物价格
鉴定、涉案人员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最终
量刑提供依据，并先后邀请通辽市博物馆、自
治区博物院的文物专家对扣押、收缴的物品
进行鉴定。考虑到文物的特殊性，会同县文
物保护单位将涉案文物依规妥善存放，做好
文物保护的“后半篇文章”。

目前，该案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
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到前妻家“造访” 牵出特大文物盗窃案

□本报记者 李晗

近日，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赵某等 19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洗钱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赵某 1、赵某
2犯集资诈骗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 17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 1 年 6 个月至 9 年 6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3 月，被告人赵某 1、赵
某 2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注册成立呼伦贝尔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2014 年 3月至 2019 年 8月，二位被告
人虚构洛阳某机械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向呼伦贝尔
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抵押，使用资金投资实业的
事实，以高息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宣传单等方式进行
公开宣传，先后与 1159名集资参与人签订项目投资管
理合同，实施非法集资活动。所得钱款被二位被告人
用于支付集资参与人本金和高额利息、支付公司员工
工资及提成、归还个人欠款、出借他人和投资养牛场等
项目，其余钱款被二人用于去澳门赌博等挥霍。2019
年 8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集资参与人本金和利
息后案发。

经鉴定，呼伦贝尔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累计向1159
人非法集资逾 14亿元，共计造成 576 名集资参与人近
1.89亿元财产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1、赵某
2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李某某等16人的行为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洗钱
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案被害人过半数为 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涉案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各方诉讼权益，注重追赃挽损，
最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财产安全。

斩断养老诈骗的“黑手”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治
理的基石。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
则天下安。党的工作最坚实
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
问题在基层，一个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基层。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重要方面，基层治理是否有
效，事关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的成效，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现和维护，事关党的执
政基础的巩固。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
中的基础部分。生活垃圾如
何分类，小区停车如何规范，
疫情防控如何落实……小小
社区，千头万绪，管好“小事”
就是治理“大事”。实践证明，
基层治理和服务的能力越强，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牢固。
这就要求我们着力抓基层、打
基础，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
心向基层下移，不断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水平，以“基层之治”
夯实社会治理根基。

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治理能力，就要树立大
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有什么样的导
向，就有什么样的工作走势和发展方向。要把党
的领导植根基层，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
政策往基层倾斜，大抓基层、抓好基层，固本培
元、夯实基础，让基层党组织成为联系群众、凝聚
人心的坚强核心。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
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因此，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就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主
动性、积极性。要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导向，
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掌握群众需求变化，
积极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建设，努力使服务项
目可以针对不同群众推出相应的服务措施，推
动服务供给从“政府配菜”向“群众点菜定菜”
转变。

基层治理是篇大文章。只有创新方式、激发
活力，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才能在破解矛盾中找
到新思路新模式，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新办法新经
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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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佳丽

“一场公开听证会让3个官司迎刃而
解。”日前，在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检察院召
开的李某、权某等9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民事支持起诉案公开听证会现场，听证员
杨旭感慨道。

今年6月，李某、权某等9位务工人员
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向松山区人民检察
院申请支持起诉。经查，2020年，华某公
司将生产线喷漆工程发包给陈某、董某，
后董某又将该工程分包给张某，张某通过
招聘广告找到李某、权某等人进行施工作
业。今年2月，该工程竣工后，张某支付了

大部分工程款，尾款5.6万余元一直未付。
松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过程

中，分包人张某提交了2021年6月法院作
出的关于张某与董某承揽合同纠纷的民
事判决一份，证实董某应支付张某工程款
13万余元，董某未履行判决支付义务，故
张某以此为由拒付工人薪资。承包方董
某提交了今年1月起诉张某工程质量纠纷
的起诉状及法院立案受理通知书，证实其
未履行支付张某工程款是因为工程存在
质量问题。目前，该案尚未审结。

一个喷漆工程竟然涉及3个官司！对
此，松山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
会，邀请劳动执法监察人员、法官、律师从
不同专业角度释法说理，让当事各方充分

表达诉求。在听证过程中，检察官抽出最
关键的“线头”：工人工资的支付和工程质
量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问题，建设
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不得以工程数量、质
量、造价存在争议为由，拒绝支付工人工
资。经讨论，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工程若
有质量问题应追究管理者的责任，华某公
司、陈某、董某、张某作为工资支付义务方
应该给付李某、权某等9名务工人员劳动报
酬，该案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

最终，李某、权某等人的劳动报酬得
到了支付。陈某、董某、张某三人也表示，
对已判决生效的承揽合同纠纷初步达成
执行和解，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工程质量
纠纷达成共识，并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高效！一场听证会化解三个官司

◆日前，包头市九原区委巡察组对赛汗街道党工委所
辖的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街道带村”巡察，通过实地走
访，广泛摸排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其中，针对群众反映
的“纬十八路不通公交车，附近4个小区居民出行不便”问
题，向赛汗街道党工委下达了立行立改通知书。赛汗街道
党工委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任，在与包头市公交公司沟通
会商后签订了协议，确定将19路、23路、44路公交车延伸
到该路段。 （本报记者 白丹）

◆9月1日，巴彦淖尔市民张先生来到市政务服务大
厅公安专区，仅用半个小时就补办完了身份证、驾驶证等
身份证件。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各地公安机关逐步实现了

“一窗通办”“进一扇门、办多件事”，办理时限缩减了50%
以上，曾经的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

（本报记者 陈春艳）

◆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今年3月以来，乌海市
司法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调解促稳定 喜迎二十大”
专项活动，全方位拉网式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确保各类社
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已调处
各类纠纷2811件，调解成功率99%。 （见习记者 杨柳）

近日，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鄂伦春民族乡中心校，开展“走进民族乡 送法进校园”主题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小课堂及
面对面讲解的形式，让同学们了解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及如何防范校园欺凌等内容，增强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和自护意识。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摄

送法进校园

近日，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固日班花派出所民警深入
辖区住户开展禁种铲毒宣传教育活动，让“种毒违法、种毒
必铲、种毒必究”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营造“禁种铲毒、人
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干警在九原区沙河第五
学校开展校园游园会普法活动，以趣味游戏的形式进行普
法，引导青少年树立良好的法治观念，养成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法治思维，提升青少年预防犯罪能力。

见习记者 杨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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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普法润童心

禁种铲毒 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 安寅东

高速路上超长、超高的大货车颤颤巍巍、
横冲直撞，城区街道上各种车辆随意并线串
道，乡间小道上农用车坐满谈笑风生的务农
人……眼下，我区物流运输、农业生产等进入
繁忙季，道路交通安全面临多重考验。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于6月25日至9月
30日组织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

“百日行动”，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严管重点车
辆，严打重点违法行为，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
全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筑牢道路安全生命线。

对交通安全隐患“大治理”

“前方来车，减速慢行。”每当有车经过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辖区 S103 线 178km 处
时，立在路旁的“平安哨兵”就会一边闪灯一
边语音提醒。

这是鄂尔多斯公安局交警支队针对急转
弯、陡坡弯道不利地形等交通安全问题，推出
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弯道车辆预
警检测系统”，也被称为“平安哨兵”。

“‘平安哨兵’全天候24小时在岗，精准
预警，且不受气候、环境影响，大大提升了农
牧区陡坡弯道公路的安全性能。”鄂尔多斯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赵刚介绍说，为加
快道路安全隐患突出路口路段治理，该支队
在积极协调当地政府、道路业主单位进行道
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的基础上，按需增设“平
安哨兵”、区间测速等科技设备，进一步提升
安全防护实效。9月初，全市99处重大安全
隐患已全部清零。

不只鄂尔多斯，这样的隐患排查治理行
动，已在全区迅速铺开。

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公安交
管部门与交通运输部门会商研究，共同制定
隐患排查治理措施，对隐患风险高、治理难度
大的重点路口路段实地踏勘；呼和浩特市、阿
拉善盟公安交管部门邀请科研院校专家和专
业机构开展论证，深入分析隐患现状和事故
成因，共同研究制定治理计划和措施。

治理隐患必须下重拳，才能出实效。“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区交管部门梳理了近三
年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对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原因进行分析研判，聚焦重点车辆和驾
驶人、重点运输企业等关键要素，开展拉网
式、全覆盖排查整治。据统计，全区154处重
点隐患突出路口路段已治理149处，完成率
96.8%。

对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

夜晚时分，城市、乡村烟火气十足。彼
时，也是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时
段，给道路安全带来风险隐患。为守护群众
平安出行，整治酒驾醉驾成为全区交管部门
开展“百日行动”的重点内容之一。

9月4日晚，巴彦淖尔市各大路口警灯闪
烁，过往车辆逐一盘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正在开展周末夜查行动，这让“酒鬼”
司机措手不及。“没想到这个小路口还会有交
警查车，真不该心存侥幸！”被查男子懊悔不
已。

“我们彻底改变固定式的整治模式，持续
向社会释放依法严管的强烈信号，就是要表
明我们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决心和态度。”巴

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范兵介绍
说，通过采取检查卡点随机化、整治时间机动
化、整治区域多样化等灵活手段，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1030起，其中饮酒驾驶5起，醉
酒驾驶11起。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公安交管部
门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切实加强执法检查
和巡逻管控：呼伦贝尔市紧盯夜间、凌晨等酒
驾醉驾高发时段，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城乡
结合等区域路段，科学设卡检查过往车辆；赤
峰市抽调警力组成执法小分队、机动队，将警
力向郊区、县镇延伸，加大农村牧区整治力
度；兴安盟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检查等方式开
展跨区域整治，减少执法干扰……

全区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高路面见警
率、管事率，以夜间、周末和中秋节假期为重
点时段，以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点段为重点路
段，通过加强显性警力和装备投入，以异地用
警、交叉检查、机动巡查、随机抽查、错峰勤务
等方式，全链条打击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截至目前，查处13类重点违法104.25万
起，同比增长113.3%，发生一般道路交通事
故3881起，同比下降17.5%。

让交通安全知识记心间

9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马铃薯进入丰
收季。清晨5时许，武川县可镇青山路学府
街路口聚集了很多全国各地来的秋收务工人
员。人群中，几抹荧光绿格外显眼——武川
县交管大队民辅警一边排查登记拉运人员车
辆信息，一边发放交通安全宣传页。

为确保秋收季节务工人员乘车安全，武
川县交管大队坚持整治与宣传同步、处罚与

教育并重，制定了“秋收季节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方案”，“一车多查”“错时检查”“点
对点宣传”等措施一目了然。

“在农村牧区，尤其是农忙季，客车超
员、农用车载人、摩托车无牌无证无盔驾驶
等问题，一直是交通安全治理的难点。为
此，我们创新宣传形式，掀起‘百日行动’宣
传攻势，在各地开展交通安全大宣传大警示
大教育活动，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自治
区公安厅交管局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杨丽
说。

乌兰察布市深入辖区农村地区开展“美
丽乡村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上交通安全
课、送电影下乡等接地气的宣传活动，让交
通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提高群众安全意
识。

鄂尔多斯市借力“两站两员”人面广、地
界熟、距离近的优势，以群众易接受的方言
和拉家常的方式进行温情劝导，及时阻止驾
乘摩托车不戴头盔、农用车辆载人等农牧区
典型交通违法行为，筑牢交通安全防护网。

锡林郭勒盟运用交警“双微一抖”、12123
短信等平台，及时发布资讯，曝光违法突出、
风险突出、事故突出的重点企业、车辆驾驶
人，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宣传和社会传播效果，
构建全社会重视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百日行动”已近尾
声，全区公安交管部门将出台更加严厉的措
施，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工作，做到交警
上路、警车巡逻、警笛响亮、警灯闪烁，坚决
打好“百日行动”收官战，为2400万各族群
众提供安全放心的出行环境，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打好“百日行动”收官战 筑牢道路安全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