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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史万森

□ 本报通讯员 邵光彬

  近日，包头铁路警方成功

捣毁8个利用“猫池”设备帮助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缴获

“猫池”设备19套，核查串并案

件48起，累计涉案价值259万

余元。

  据了解，“猫池”是网络通

信的一种硬件设备，能将传统

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一

台“猫池”设备可同时支持多个

手机号通话，并支持群发短信、

远程控制、卡机分离等功能。本

来是方便单位、公司通讯的一

种设备，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却用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020年9月15日，包头铁路

公安处刑警支队民警在网络巡

查时发现，有人在某聊天软件

中大批量收购银行卡、手机卡。

为了避免“两卡”流入重点地区

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包

头铁路警方积极响应公安部部

署的“断卡”行动，迅速成立专

案组开展调查。

  侦查员潜伏进嫌疑人组建

的聊天群后发现，嫌疑人在聊

天中使用的都是约定的暗语。

经过多日的学习讨论，民警成

功破解了暗语背后的含义。例

如，“水果”指的是手机卡，“床

上用品四件套”指的是银行卡、

U盾、身份证复印件和手机卡。

在盯控聊天群多日后，侦查员

获取了一条嫌疑人交易手机卡

的重要线索。

  于是，专案组开始对收购

“两卡”的嫌疑人紧密盯控，发

现取卡人王某拿到手机卡后驾

驶一辆银灰色汽车离开。为了将王某身后的犯罪团伙

一网打尽，专案组没有立即进行抓捕，而是密切关注着

王某及其车辆的一举一动。

  通过对王某驾驶的车辆进行跟踪，侦查员发现一

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银灰色汽车每天都在内蒙古巴彦

淖尔漫无目的的闲逛，六七个小时一直不停歇。

  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通过对王某

的电话、车辆、行动轨迹进行综合分析，侦查员捕捉到

了嫌疑人在车中使用“猫池”设备的蛛丝马迹，进而确

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移动架设“猫池”设备，为境

外电信诈骗团伙提供拨打电话通道的证据。

  在掌握了王某等人移动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事

实之后，专案组决定抓住时机尽快收网。但准备实施抓

捕的前一天，侦查员突然发现银灰色汽车的车辆轨迹

与“猫池”设备轨迹不再一致，也就是说，嫌疑人已经将

“猫池”设备转移。

  是不是侦查员的跟踪已经暴露？他们将“猫池”设

备转移到了哪里？这个变化让专案组重新调整思路，再

次调取了大量的基站数据和公路卡口视频，通过多天

的数据研判和车辆盘查，最终锁定了一辆银白色商务

车有重大作案嫌疑。

  9月22日，侦查员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将犯罪嫌疑

人王某、顾某、闫某抓获。10月15日，侦查员将另一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共查获“猫池”设备2套、笔记本电脑1

台、手机14部、手机卡1000多张。

  经讯问，4名犯罪嫌疑人对其利用“猫池”设备为境

外电信诈骗团伙提供通信支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王某供述，今年8月他在网上浏览论坛时发现“招募

司机”的信息，于是联系上了发布信息的上线。在取得

上线信任后，王某收到了上线邮寄的车载“猫池”设备

和移动路由器，然后伙同顾某、闫某和高某等人大量收

购手机卡，租赁汽车并架设移动“猫池”设备，为境外电

信诈骗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帮助。

  他们每天的工作其实并不复杂，嫌疑人王某等人

先将“猫池”设备插满手机卡，利用车载电源为“猫池”

设备供电，通过笔记本电脑、无线路由器控制设备运

行，搭建起“诈骗黑猫”后，通过手机即时通讯软件与上

线联系，收到指令后驾驶租来的汽车外出闲逛，并根据

上线的远程指挥随时执行检查手机卡状态、查询手机

卡费用、更换丢弃手机卡等任务。工作时间通常是每天

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工资一般是日结或周结，一天能

挣4000元至5000元不等。

  包头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支队长杨鸿介绍，由于

“猫池”设备放在固定房间容易被警方发现，于是诈骗

团伙升级了“诈骗黑猫”的作案方式，试图通过搭建不

规律的“移动基站”逃避警方的追踪。经过测算，王某等

人使用的两台“猫池”设备，可以同时支持128张电话卡

自动呼叫，按照平均每两分钟拨打一次电话，一天工作

八个小时计算，一天可以自动拨打6万个诈骗电话。“猫

池”设备自动呼出的电话接通后，将会立即呼叫转移至

境外的诈骗团伙，由团伙中的“话务员”冒充电商客服，

以退款为理由逐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如果诈骗成功

或者电话卡话费用光，诈骗团伙就会远程指挥王某等

人将电话卡扔掉，更换新的电话卡。

  随后，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深挖审查，侦查员掌握

了多条与该犯罪团伙相关联的利用“猫池”设备帮助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线索。专案组经过分析研判和

走访调查，陆续在内蒙古多地锁定移动搭建“猫池”设

备窝点的嫌疑人。

  10月至12月，专案组分别赶赴呼和浩特、赤峰、通

辽等地，将现场架设、调试“猫池”设备的犯罪嫌疑人康

某、李某、陈某等10人抓获，打掉7个操作“猫池”设备实

施电信诈骗团伙，缴获“猫池”设备17台及其他涉案工

具一批。

  截至目前，包头铁路警方共打掉非法利用架设移

动“猫池”设备发布电信诈骗信息的犯罪团伙8个，抓获

团伙成员15名，缴获作案汽车3辆、“猫池”设备19套、银

行卡和手机卡5000多张，共核查串并案件48起，涉案价

值259万余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周某等15人已被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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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亮

□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陈磊

  近日，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对李某东涉黑案进

行一审宣判，被告人李某东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常某娟（李某东的母亲）被判处

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某丰被判

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67万元；其余38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至1年不等。

  自2007年起，李某东拉拢同在体校学过散打的张

某丰等人，组建“体校帮”，在当地形成一定影响。

  2009年4月，李某东与当地假日酒店副总经理赵某

芝谈恋爱，哄骗对方将其名下10%的酒店股份交常某

娟代持。其后，李某东以持有股份为由，介绍自己“体校

帮”成员加入酒店安保队，任命其哥哥李某卫为总经理

助理兼行政办公室主任。

  2012年1月，该酒店资金周转困难，李某东趁着总

经理田某红向其借款200万元的机会，要求田某红将价

值360万元的股份作为抵押。借款到期后，李某东采取

不与田某红见面的方式刻意制造违约事实。其间，田某

红向某律师事务所办理了清偿提存业务，但因李某东

等人的吵闹、辱骂，致使律师事务所不敢代理。随后，李

某东、常某娟、张某丰等人以田某红违约为由对其进行

辱骂，并采取扯横幅、发传单、辱骂殴打员工、封锁酒店

通道、仓库等方式，宣布常某娟为酒店大股东并已接管

酒店。

  2012年5月，该酒店被迫以装修为由暂停营业，之

后宣布解散。2014年8月，常某娟等人拒不执行已生效

的法院判决，擅自恢复酒店营业并实际霸占资产约为

两亿元的大酒店。截至2019年8月，李某东、常某娟实际

持续经营该酒店5年之久，营业收入达3150多万元。

  逐步控制酒店的同时，李某东等人还强揽工程。自

2009年至案发，李某东等以暴力、“软暴力”的手段，获

取非法经济利益4100多万元。

  2009年7月，李某东因与国泰地产公司竞争项目失

利，便指使张某丰、常某娟等人，以土地经济纠纷为由，

组织20多人采取拉横幅、锁大门、打砸车辆、辱骂他人

等手段阻拦施工6个月，并对抗洛阳市某区管委会的行

政执法、协调处置，最终该公司被迫向常某娟支付300

万“补偿款”后，工地才得以继续施工。

  2011年4月，李某东通过各种关系当选洛阳市某村

治安混乱村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获得该村拆迁

房屋工程。随后，李某东指使张某丰等10多人组成“巡

防队”，对未拆迁村民随意殴打并实施非法强制拆除，

获取工程款480多万元。

  多年来，李某东利用组织的恶名，称霸一方，当地群

众有怨不敢言，有的甚至因此离婚、受伤和逃往外地。

  2014年5月，开珠宝店的潘某向李某东借款150万

元。无力偿还后，李某东便逼迫潘某签订珠宝抵押合

同，强行将价值4万余元的珠宝玉器搬走。之后，李某东

带人持续3个月对珠宝店、潘某家采取拉横幅、喷大字、

锁大门等方式，扰乱正常经营、生活秩序。同时，指使张

某丰伪造购房合同、出具虚假证言，骗取法院裁判后将

潘某房屋以119万元的价格出售。潘某妻子赵某为躲避

滋扰，只得与潘某离婚，逃往武汉打工。

  李某东打听到潘某妻弟赵某经营一家电缆厂，便

指使张某丰等人对赵某实施长达10天的囚禁、殴打，逼

迫赵某将厂内价值78万余元的电缆、电线机械设备拆

除供其售卖，并霸占其价值3万余元的汽车，后又胁迫

赵某利用信用卡套现35万余元，据为己有。种种违法行

为致使赵某一家人苦不堪言，致使赵某妻子与其离婚，

而赵某本人则躲到广西打工，不敢再回洛阳。

  该组织通过大规模实施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犯罪

活动，对洛阳市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干扰、破坏，当

地和上级有关部门陆续收到群众举报，要求查处。

  2019年7月26日，河南省公安厅经过慎重研究，决

定将该案指定南阳市公安局侦查。8月5日，南阳市公安

局将李某东涉黑案件线索指定社旗县公安局办理。

2019年8月底，以李某东、张某丰为主的13名主犯被秘

密抓捕。随后，该团伙成员纷纷落网。

  案件办理中，社旗县检察院严审细查，深挖余罪漏

犯，追捕追诉30多人，同时加强与公安、纪监委及其他

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将“保护伞”查处、社会综合治理

等工作同步推进。

  “我们对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线索

分成35类100余条进行移送，目前已有3人被南阳市纪

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人被纪律处理、12人被

移送当地组织处理。”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周鹏飞介绍

说，“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管理漏洞等突出问题，依法

向洛阳市公安局某分局、某镇政府等3家单位发出检察

建议书，帮助有关单位弥补管理漏洞，不断健全和完善

扫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共赢。”

  2020年12月23日，社旗县检察院对李某东及其团伙

成员41人依法提起公诉。社旗县法院一审依法认定，李

某东等41人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寻

衅滋事、串通投标、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共计66

起，涉及被害人1000多人，涉案资金达87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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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占酒店资产强拆农民房屋大肆敛财
河南社旗县法院宣判一起涉黑案 主犯获刑25年

□ 本报记者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马润娇

  曾先后担任海口市、三亚市两地城投公司“一把

手”的梅雷鸣，在海南城建领域小有名气。2017年至2018

年，梅雷鸣利用在三亚、海口担任城投公司老总的职务

便利，为陈某贞、曾某池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收受

二人所送财物共计2684万元。

  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梅雷鸣受贿案

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梅雷鸣有期徒刑14年，并

处罚金250万元。该案宣判后，梅雷鸣未提出上诉，该案

已生效并移送执行。

  1978年1月15日出生的梅雷鸣，在公开简历中个

人资料非常少。2016年5月17日，梅雷鸣被任命为三亚

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城投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开始担任海口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城投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两个公司分别是三

亚市、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股的国有

企业。

  被查之前，梅雷鸣行事高调，曾多次出现在公众视

野。就在2019年10月15日，海口城投公司还打了一个梅

雷鸣赴深圳出差的请示报告。11月13日，经海南省纪委

监委指定管辖，文昌市纪委监委宣布对梅雷鸣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2017年初，梅雷鸣在担任三亚城投公司董事长之

后，陈某贞（另案处理）便托人结识了他。很快，梅雷鸣

利用职务之便，为陈某贞在承揽三亚市金鸡岭四组片

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中提供帮助。据三亚城投公司副总

翟某某证实，梅雷鸣交代他将三亚金鸡岭四组棚改项

目交给陈某贞承建，使陈某贞的公司顺利中标承建

项目。

  为感谢梅雷鸣的帮助，2017年3月，陈某贞通过银

行转账方式将2184万元转入梅雷鸣指定的银行账户。

同年4月，梅雷鸣担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受财物不安

全，遂安排他的理财人员孙某某将其中2000万元原路

转回陈某贞账户，并由陈某贞代为保管，剩余184万元

取现后交给梅雷鸣的老婆吴某。吴某供称，这184万元

贿赂款主要用于还房贷、买车、投资买股票、还存了一

些钱在其银行账户里。2017年4月7日，他以约80万元购

买了一辆汽车。

  2018年下半年，梅雷鸣再次接受陈某贞的请托，利

用职务之便，为陈某贞在承揽了北师大附中及海口培

训基地、海口市档案新馆等工程项目提供帮助。

  2016年下半年，梅雷鸣接受曾某池（另案处理）的

请托，利用职务之便，为曾某池在承揽了三亚月川村棚

户区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中提供帮助。2018年春节前，

曾某池得知梅雷鸣想在海口买房的消息后，为感谢梅

雷鸣在工程项目上的关照，便安排司机唐某某将装有

500万元现金的白色泡沫箱送至梅雷鸣位于深圳市罗

湖区的某小区送给梅雷鸣，梅雷鸣收下并用于还房贷、

生活开销。

  2020年7月21日，经海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梅雷

鸣受贿案由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21日，海南一中院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

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受贿2684万元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梅雷鸣受贿案宣判 获刑14年

  本报讯 记者徐鹏 20年前，年仅20

岁的马某武在拦截追回自家被盗电视机

时，被害身亡，犯罪嫌疑人韩某逃之夭夭。

一直以来，青海省海东市警方穷追不舍，近

日终于将该案侦破。2月2日，公安部督捕命

案逃犯韩某被捕归案。

  2001年2月18日深夜，韩某驾驶三轮摩

托准备将偷来的电视机销赃时，被电视机

主马某武及其同伴周某荣追截。争执中，韩

某持刀捅向马某武二人，造成马某武重伤

身亡，周某荣受伤。随后，韩某畏罪潜逃。

  负责案件侦办的民警开展了大量的走

访和现场勘查工作，但一无所获，犯罪嫌疑

人杳无音信。20年来，当地公安机关始终秉

承“命案必破”的工作理念，对犯罪嫌疑人

韩某的缉捕工作从未停止。

  “云剑-2020”行动命案积案攻坚和“逃

犯清零”攻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海东警方

按照公安部、省厅部署，积极扎实推进专项

行动，将此案列入主攻目标，调集精干警力

全力攻坚。平安区公安局广泛传播公开悬赏缉捕通告，

提高悬赏金额，悬赏征集逃犯线索。

  为尽快找到突破口，专案组夜以继日，充分利用多

种侦查手段剥丝抽茧，办案民警不断尝试采用最新技

术手段来追查韩某的踪迹，展开全方位综合分析研判。

专案组先后多次前往格尔木市、化隆县和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等地调查取证，研判筛选有效线索，广泛联系嫌

疑人有可能藏匿的相关地方的公安机关协助调查。

  今年年初，经对全新搜索的线索进行梳理研判，嫌

疑人行踪浮出水面。随即，专案组马不停蹄赶往海西州

格尔木市。2月2日，潜逃20年之久的韩某在格尔木被抓

获。经审讯，韩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据了解，“云剑2020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海东市公安机关扎实开展命案积案攻坚及追逃

工作，目前已破获命案积案13起。

  本报讯 记者马超 通讯员郭健鹏 近日，太原

铁路警方破获系列招工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此前，太原铁路警方接到群众报案，称有嫌疑人以

帮他人成为铁路正式职工为由实施诈骗。接警后，太原

铁路公安局太原公安处立即成立联合侦破组，围绕该

案犯罪嫌疑人朱某展开综合分析研判，同时赶赴山西

原平、五台等地开展落地摸排侦查，从而确定了犯罪嫌

疑人朱某的活动轨迹及落脚点，将其成功抓获。归案

后，朱某承认其在网上发布招工信息，并组织假体检、

自制假报到表迷惑受害人，骗取5名受害人共计41.83万

元，目前，朱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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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招工诈骗41万元

  本报讯 记者马艳 通讯员甘贤 南宁铁路公

安局南宁公安处近日通报，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

一指挥下，南宁铁路公安局联合昆明、武汉铁路公安

局，在地方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下成功侦破一起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摧毁了一个跨国贩毒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31名，缴获毒品14.8公斤。

  2019年11月29日，南宁东站开往武汉站的G2066

次列车乘警在巡视车厢时，发现旅客王某神情紧

张、形迹可疑，便对其随身携带的行李进行开包检

查，查获麻古5686.5克、冰毒3011.2克。民警立即组织

对王某突击审讯，并根据审讯结果对其涉毒关系网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判，发现了一条从滇缅交界偷

渡入境、中转广西、分销湖北武汉的跨国毒品运输

通道。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南宁铁

路公安局联合武汉铁路公安局、昆明铁路公安局

迅速成立专案组，按照“上线追踪卖家、下线打击

买家，全歼整个贩毒网络”的工作思路，开展专案

侦查。

  专案组通过侦查发现，王某在南宁中转停留期

间曾和广西本地多名可疑涉毒人员有过联系。通过

分析研判这些线索，专案组进一步确定了广西本地

的蒙某、黄某、陶某、林某等多名可疑人员，随即加大

对这些可疑人员的筛查力度。

  与此同时，专案组派出工作组奔赴武汉、昆明，

和两地铁路公安局一起全力查找其他涉案嫌疑人信

息。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深入侦查，一个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分布在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多个省内

的犯罪网络越来越清晰。

  根据前期侦查得到的线索，为避免打草惊蛇，专

案组派出侦查小组分赴云南、贵州、湖北多地，部署

实施抓捕行动。

  2020年11月23日，随着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莫某

在广西南宁被抓获，公安部“2020-111”毒品目标案件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案件告破。据统计，全案共抓

获贩毒嫌疑人31名，缴获毒品14.8公斤。

三地铁警联合侦破跨国运贩毒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 缴获毒品14.8公斤

  本报讯 记者申东 通讯员刘小强 近日，宁

夏固原警方成功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28”特大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90名，串并

梳理涉及全国26个省市区电信诈骗案件1500多起，扣

押涉案现金718万元、涉案房产2套、车辆1辆，涉案金

额达3575万元。

  2020年2月初，固原市公安局通过对涉毒人员综合

分析研判，发现西吉县涉毒人员苏某某长期在缅甸勐

波县一家名为“财神国际”的电信网络诈骗公司从事

“杀猪盘”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由于案情重大、涉及地域

广，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专案侦查工作。

  经查，“财神国际”诈骗集团于2019年成立，以江西

吉安籍人员为主，境外常驻在缅甸勐波县维加斯A区

14楼，实行公司化管理模式，集团内部分工明确，设有

老板、总监、代理、组长、组员五个层级，内部分工有专

门的网站技术组、财务组、话务组、客服组等。集团成

员以老乡同学亲友为纽带，不断引诱国内无业人员偷

渡到缅北加入，有组织地面向国内实施电信诈骗犯

罪，犯罪集团成员达130多人，受害群众达4800多人。

  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通过互联网上一些婚恋交友

网站筛选目标受害人，再通过社交软件以虚假身份

与被害人“谈恋爱”获取信任，然后诱导被害人到事

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及股票、期货等投资平台进

行虚假投资，最终达到诈骗被害人钱财的目的。

  通过串案、并案，警方还打掉了一个长期为缅北

诈骗、网络赌博犯罪集团提供网络后台服务公司1

个，抓获制作销售App程序软件的犯罪嫌疑人7名。

诱导被害人进行虚假投资诈骗钱财
固原警方破获部督电信网络诈骗案 涉案金额达3575万元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钟诚 文琼 近

日，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非法狩猎案，以

非法狩猎罪判处被告人刘某甲拘役五个月，缓刑六

个月；判处刘某乙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判处被

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共同赔偿因非法狩猎造成的生

态环境损失费6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1月11日，樟树市人民

政府发布通告：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均为禁猎区、全

年为禁猎期。2020年5月25日中午，刘某甲、刘某乙以

食用为目的相邀去打鸟，刘某甲携带一支气枪和子

弹，骑摩托车搭乘携带一把剪刀和塑料袋的刘某乙，

来到樟树市某山上，由刘某甲用气枪打鸟，刘某乙将

打下来的鸟当场用剪刀剥皮。15时许，民警巡逻时发

现了两人并将其抓获，现场缴获气枪1支、铅弹10发、

野生鸟12只。

  5月26日，经宜春市林业局鉴定，12只鸟中有1羽

池鹭、11羽白鹭，均属于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月

29日，樟树市价格认证中心根据国家林业局2017年第

46号令规定，认定白鹭11羽、池鹭1羽野生动物整体价

值为6000元。

  法院认为，刘某甲、刘某乙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刘某甲、

刘某乙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且自

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因犯罪造成

的生态环境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公诉机关提出的

赔偿请求及赔偿数额依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

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和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猎杀鸟类获刑并赔偿生态环境损失
江西樟树市法院审结一起非法狩猎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