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恩施市公安局
近日披露，反扒民警通过三
天两夜连续奋战，成功抓获
流窜扒窃犯罪嫌疑人邹某，
破获发生在湖北、重庆两地
的扒窃案件 30余起，抓获
为扒窃人员提供销赃渠道
的犯罪嫌疑人周某，追回被
盗手机 14部，为人民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5万余元。

交替跟踪抓获现行
扒窃嫌疑人

1月 20日，在二十四
节气中是大寒，是进入四九
的第三天，中国有句古话：
三九四九冰上走。又恰遇极
寒天气，人们将加厚衣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然而
身上暖和了，同时也给扒手
创造了机会。

早上 6时 30分，透过
恩施市公安局情报研判室
映射出去的灯光，可以看到
窗外飘着零星的雪花。反扒
民警们按照惯例聚在一起
总结前一日的反扒工作，并
就当天的工作进行部署。今
天，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除
了日常的巡查外，就是对前
期工作中锁定的一名犯罪
嫌疑人进行抓捕。

7时整，反扒民警准时
走上街头。4名民警、4名队
员分成 3组，带好秘拍设
备，顶着瑟瑟寒风，或在公
交站台蹲守、或坐在易发案
的公交车内；或行走在穿梭
的人群中……

早上 10时许，一组反
扒民警巡查到州中心医院
门口，发现有一名中年男子
四处转悠，形迹十分可疑，
疑似前期锁定的一名扒窃
犯罪嫌疑人。于是，反扒民
警决定不打草惊蛇继续跟
踪尾随，伺机抓获现行。3
反扒民警对其采取交替跟
踪、秘密拍摄等。

从州中心医院到舞阳
坝享买乐超市、清江桥客运
站、硒都广场，可疑人员多
次作案均未得手。最终，可
疑人员在施州大道风雨桥
正在实施扒窃时，反扒民警
迅速冲上前将正在实施扒
窃的犯罪嫌疑人邹某现场
抓获。

随后，反扒民警将邹某
与近期调取的各个扒窃案
件现场视频资料进行人像
比对，发现其于 2015年 10
月份以来多个扒窃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相貌特征相吻
合。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证
据，一开始百般抵赖的邹某
如实交代了自 2015年 10
月份以来在恩施、建始、利
川、万州等地流窜扒窃的犯
罪事实。

抓获“销赃大佬”追
回14部被盗手机

邹某扒窃的手机去哪
里了？在对邹某进行审讯
时，反扒民警发现邹某作案
得手后，均会与一名男子联
系。民警迅速警觉起来，难
道邹某所扒窃的赃物是通
过该男子进行销赃？果不出
所料，在反扒民警的强大攻
势下，邹某交代其所扒窃的
赃物均是通过该男子周某
销赃。随后，反扒民警通过
工作，迅速掌握到该男子藏
匿于城区大桥路。

1月 21日凌晨 2时
许，反扒民警雷霆出击，在
恩施市大桥路将犯罪嫌疑
人周某成功抓获。

原来，周某曾因扒窃被
判刑，后来发现销赃能获取
更多的暴利，加之其与很多

“同行”相识，有供货来源，
于是转行做起了销赃的买
卖。经过反扒民警的连夜工
作，周某如实交代，其于 1
月20日中午，已将 10多部
被扒窃的高档手机打包，由
恩施开往沿海某城市的长
途客运汽车司机带给“买
家”。

倘若不明情况的司机
将包裹交给了“买家”，追赃
将会难上加难。汽车到达目
的地需要 19个小时。而此
时，民警还有不到 3个小时
的有利时间。

为及时截获这批被扒
窃的手机，民警迅速联系长
途汽车站展开调查，发现周
某将包裹委托一辆车牌号
为鄂 Q019**的长途汽车。
随后，民警在长途汽车站负
责人的支持下，迅速联系客
车司机将包裹带回恩施。

1月 21日中午，包裹
被转运回恩施。反扒民警打
开包裹，发现内装 14部苹
果、三星等高档品牌手机，
经核实，这些手机均是被盗
手机。

目前，犯罪嫌疑人邹
某、周某已被刑事拘留，案
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人民网）

恩施公安局破获跨省流窜扒窃案
追回 14部被盗手机

2015年 8月 29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主席特赦令，决定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
特赦。4个多月过去了，近日记者从
有关部门了解到，这次特赦工作已
在规定的2015年底前圆满完成。

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是
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特赦制度以来的
首次实践。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特
赦决定和国家主席特赦令，本次特
赦的服刑罪犯包括四类：参加过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
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对外作战的；年满七十五周岁、身
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犯
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
下的。特赦决定和特赦令规定几种
严重犯罪除外。经人民法院依法裁
定，全国共特赦服刑罪犯 31527人。
其中，第一类罪犯 50人，第二类罪
犯 1428人，第三类罪犯 122人，第
四类罪犯29927人。

中央对这次特赦工作高度重
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
中央政法委坚决执行中央决策，把
握政治方向，牵头组织协调，中央政
法各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加强具体
指导和监督，政法机关之间、政法机
关与有关部门之间、军队与地方之
间紧密协作、攻坚克难，形成工作合
力，依法有序高效完成了各个阶段
工作，确保了特赦工作在 2015年底
之前如期完成。

为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工作，确
保做到“不错放一个，不漏赦一个”，
政法各机关分工负责，严把“六关”。

一是摸排甄别关。司法行政机关、公
安机关和军队保卫机关对全国监
狱、看守所服刑罪犯和社区服刑罪
犯逐一进行摸排，查阅档案材料、判
决书，核实身份等重要信息，累计摸
排服刑罪犯 235万多名。二是调查
取证关。刑罚执行机关到罪犯捕前
所在部队、工作单位、居住地和有关
部门调阅原始档案材料、历史记录。
仅全国监狱系统就派出调查组 2500
多个，走访各地 7800余家单位，收
集证据材料 17000多份。三是风险
评估关。有关部门对部分罪犯释放
后是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进行评
估，坚决防止形式上符合特赦条件
但仍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人回到
社会。四是报请程序关。刑罚执行机
关认真审查拟报请特赦人员的案卷
材料，严格核实相关事实证据，严格
落实公示制度，做到程序规范、公开
公正。五是依法裁判关。人民法院严
格掌握特赦案件的实体条件，严格
遵循办理程序，确保每一项特赦裁
定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六是
法律监督关。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对司法行政机关、公安
机关、人民法院办理特赦案件实行
同步全程监督，对报请不当或裁定
不当的特赦案件依法提出检察意
见。依法受理人民群众、服刑罪犯等
涉及特赦方面的控告、举报和申诉
并及时处理和反馈处理结果，确保
特赦工作公正廉洁、准确及时。迄今
为止，未发现一起“以赦谋私”现象。

对罪犯实行特赦牵动多方关
切，社会高度关注。为确保特赦工作
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各地各有关部
门在依法按程序办理好每一起特赦
案件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
大量相关工作。对符合特赦条件的

罪犯，司法行政机关开展了释放前
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引导他们
做遵纪守法公民；对无单位、无劳动
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

“四无”被赦人员，民政、社保等部门
依法按政策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等措施，
促使被赦人员顺利融入社会。同时，有
关部门认真做好原案受害人及其家
属思想工作，开展宣传引导，讲清特
赦的重大意义、法律依据、法定程序
和有关要求，及时澄清误解、回应关
切，为特赦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这次特赦坚持依法办事，取得
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舆论普遍认为，特赦深得党
心民心，既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又继
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许多罪犯
被特赦后，对党和政府真诚感恩，表
示一定要改过自新，努力回报社会。
一名服刑罪犯被特赦后激动地说：
“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过去所
犯罪行的宽恕。今后要坚决弃恶从
善，不忘教训，做一个遵纪守法有利
于社会的人。”一些被特赦的未成年
罪犯家长表示，这次特赦不仅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青少年的关怀，挽救
了犯罪的未成年人，同时也挽救了
一个个已经破碎的家庭，使我们又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不少专家认为，
特赦体现了中国的法治精神和人道
主义精神，是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
的法治创新实践，是我党依法执政
的成功范例，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是实施宪法
制度的成功范例，是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成功范
例，充分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
度自信，树立了我国开放、民主、文
明、法治的大国形象，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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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放一个 不漏赦一个
特赦部分服刑人员工作圆满完成

31527名符合法定条件罪犯被依法释放

记者近日从最高检获悉,过去
一年,最高检在 13个省区市开展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截至目
前,已按诉前监督程序,向有关单位
提出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依法履行
职责的检察建议 245件,山东等 6
省检察机关已提起8起公益诉讼。

据了解,最高检要求各试点检
察院继续全力做好案件线索的发
现、诉前程序特别是诉讼案件的办理
工作,稳步扎实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试点。

在 23日至 24日召开的全国检
察长会议上,最高检要求 2016年检
察机关要按照中央和中央政法委的

统一部署,统筹抓好中央部署司法
改革任务和检察机关自身改革项
目,特别是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
重点改革任务抓紧抓好,为全面完
成本轮改革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检察机关将落实中央部
署统筹推进四项改革,并进一步完
善配套改革措施,抓紧研究制定人
财物省级统管的具体办法,研究并
落实检察人员分类管理下的各类人
员的保障问题。

此外,还将完善检察机关行使
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其中,在刑事诉
讼监督方面,重点研究建立重大疑难
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

议制度;完善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
督机制;健全对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
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在行政检察
制度方面，探索建立行政违法行为
法律监督制度，准确把握“履行职责
中发现”这个切入点，确定对行政违法
行为法律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及
监督的效力。认真研究检察机关对行
政强制措施的监督类型、方式和要求，
建立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
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在
民事诉讼监督方面，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检察建议的提出、受理、办理、
反馈机制，完善对民事执行活动监
督的范围和程序。 （新华社）

最高检: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已提起8起公益诉讼

分类广告
大龙江湖菜馆

地址：黔江区城西派出所对面
电话：79231688

宅基地出售
火车站片区A2号地，
面积513.74㎡

临街、证齐、批8层、
可合买、价格面议

电话：13996936949
13996980909

七0七商务酒店·茶楼
地址：黔江区城西六路333号

电话：79338222（内设免费停车场）

重庆品美保洁有限公司
日常保洁开荒保洁窗帘、被子清洗搬家

电话：13098702225
地址：黔江区城西派出所旁

（林冲牌特种野猪肉
地址：黔江农机大厦底楼（城西洞塘）

电话：15310786555
18680985255

大丰厨房设备·酒店用品商行
黔江区城西七路85083977（黔江店）

秀山县东大街（百乐门楼下）
87989977（秀山店）

武陵都市报

简爱·婚礼策划
（婚庆、婚纱出租、摄像）

地址：黔江区天龙大酒店正对面
电话：15334637111

欧弟·影视公司
（影视策划与制作，微电影，

专题、广告、汇报片）
电话：13908273253

欣博灯饰LED节能灯加工厂
直接替代传统节能灯和白炽灯

电话:1862328663613827229389

咨询电话：13098708999
18523725552

郑重提示：本报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
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