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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李天晓：连续10年命案侦破率100%
从警17年参与侦破大案要案400余起破获各类刑案1500余件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郭建岭

  每天下班后，他都会把办公室的门轻轻关上，

打开电脑梳理一天来的刑事案件发案情况和侦破

进展，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每遇到棘手的大要

案，他从现场回来一定会立即召开侦查线索分析

会，让每名参战民警发表观点，然后一个人关上门

静静地思考，有时突然起身打开门，边敲隔壁的房

门边大声说：“老吴，有情况！”

  他就是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大队长李天晓。老吴则是他的搭档、教导员

吴国涛。

  今年40岁的李天晓从警17年，一直战斗在刑

侦工作第一线，先后参与侦破大案要案400余起，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00余件，抓获各类犯罪嫌疑

人3000余人，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2

次，荣获“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优秀中原卫

士”“郑州市平安建设先进个人”等称号。担任刑

侦大队长10余年来，他带领的刑侦大队先后荣

获郑州市“优秀基层单位”“先进刑侦大队”等

称号。

串并分析寻找破案线索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刑警的价值也只

有在侦查破案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现在离春节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得把刑警的铁拳打出来，

精准发力，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的打

击治理力度，形成高压震慑态势，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1月1日，李天晓和吴国涛不约而同地来到办

公室，商讨如何在侦查破案中落实“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

  “我看了一下数据，每到春节前后，‘盗抢骗’

案件就呈高发态势。我们不仅要及时破案，还要根

据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整改意

见，与‘三零’平安创建结合起来，将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

  李天晓话音刚落，吴国涛接着说道：“我们前

几天侦破的地下室财物被盗案，就说明物业管理

方和受害人疏于防范。”

  2021年12月14日20时许，中原分局刑侦大队接

到报警称，其存放在小区地下储藏室价值数十万

元的名酒被盗。李天晓迅速带领刑警赶到现场勘

查发现，门锁没有撬盗痕迹。受害人也说不清楚被

盗的具体时间，当天到地下储藏室拿酒时才发现

被盗。

  “地下室与地下停车场相连，人员进出频繁，

这些酒搬运出去不是三五分钟就能完成的。”回到

办公室，面对毫无有效侦查线索的状况，李天晓经

过深入思考，果断提出侦查方向——— 对近期辖区

内的同类警情进行串并分析，特别是案发现场周

围发生的同类案件。

  经对几个案件并案侦查，通过对案发时间段、

案发地点以及作案手段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李天

晓认为，几个案件的作案手段基本一致，系同一案

犯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

人精通技术开锁，不是平常的撬盗手段，民警分头

走访就能锁定可疑人。

  很快，民警锁定了会技术开锁，又有吸毒、盗

窃前科的闫某，其近期与王某交往密切，二人曾共

同骑电动车频繁在案发现场周边活动，有重大作

案嫌疑。

  12月18日，警方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分别将

闫某、王某抓获。经审讯，二人对近期利用技术开

锁手段盗窃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一起

涉案金额60余万元的盗窃案顺利侦破。

  “没想到这么快就破案了！”受害人激动地对

李天晓竖起了大拇指。

命案积案逐案攻坚侦破

  “刑警犹如黑夜的一道光，守护着光明的力

量，守护着老百姓的幸福和安宁。在与黑暗无声的

交锋中，刑警就要让被害人亲属看到光明，看到希

望。”李天晓最喜欢这句话。

  目前，李天晓已带领刑侦大队民警连续10年

保持现行命案侦破率100%的纪录，并侦破10起命

案积案。

  25年前的一起特大入室抢劫灭门案，曾沉重

地压在李天晓的心头。案发时，他还是一名中学

生。从警后，他就得知此案久侦未破，办案人员换

了一茬又一茬，于是每逢节假日值班时，便会仔细

研究该案案情。

  1995年8月7日凌晨，中原区某家属院发生一

起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张某一家三代4口人全部

遇害，家中财物被抢。案发后，公安机关立即成立

专案组强力攻坚，但有价值的线索甚少，成为一起

命案积案。

  案发20多年来，历任局领导和刑侦大队负责

人都把此案定为目标案件。“陈年旧案要充分利用

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取得突破。”李天晓负责

该案后，带领侦查民警一遍遍地分析案发时的勘

查记录，通过科技手段固定相关证据，最终确定天

津籍陈某有重大嫌疑。

  12月14日17时许，专案组民警在天津公安机

关协助下，经过5天的蹲守，成功将陈某抓获。经审

讯，陈某交代了其伙同张某入室杀人抢劫的犯罪

事实。次日8时许，警方将张某抓获。

以案警示防止类案发生

  2021年1月，辖区居民曹某向中原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报案称，2020年12月初，她在社交软件上认

识一个叫陈某的男子，双方聊得很开心，就发展为

情侣关系。后来，陈某说能够带着她在某网站投资

挣钱，结果被骗了50万元。

  接到报警后，李天晓立即带领专案民警对案

件信息流、通讯流、资金流进行分析研判，并确定

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盘”诈骗案。经对大量数据

分析比对，专案组初步确定该诈骗团伙长期盘踞

在境外，并且多次变换作案地点，具有较强的反侦

查意识，抓捕条件不成熟。

  “他们有可能在节假日回国，我们要紧盯线索

不间断，实时关注犯罪嫌疑人动态。”李天晓在案

情分析会上一再叮嘱同事们，“这类案件对被害人

伤害大，侦查难度大，我们在侦查破案的同时，要

注意发现其中的警示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作

案手段，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2021年春节前后，专案组民警发现该团伙犯

罪嫌疑人陆续回国，具备初步抓捕条件。李天晓

带领专案民警逐人制定周密抓捕方案。专案组兵

分两路，一举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带破全国同

类案件20余起，成功返还群众被骗资金300余

万元。

  经审讯发现，该犯罪团伙在境外高档别墅内

组建窝点，利用制作好的话术、剧本，在婚恋网站、

社交软件中寻找潜在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嫌疑

人将自己包装成企业高管，与被害人以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相称，交往10天左右即开始实施“杀猪”

计划，通过诱骗被害人投资实施诈骗。

  “网络交友要谨慎，未见面就让你投资、赌博

挣钱的，哪有这样的好事，小心人财两空。”面对花

样百出的电信诈骗案件，李天晓多次带领民警深

入开展反诈骗宣传，提高辖区居民的反诈骗意识，

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制图/高岳  

衢州柯城打掉一特大偷渡团伙
  本报讯 记者陈东升 通讯员吕诗训 陈文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

公安局柯城分局成功打掉一个偷渡团伙，抓获周某某、付某某等多名主要

犯罪嫌疑人，以及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150多人。

  2020年底，柯城分局接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刘某两兄弟涉嫌从

境外偷渡回国，需点对点接回衢州隔离观察。在对当事人询问调查时，二

人闪烁其词，只说自己一直待在西双版纳，引起警方高度警觉。

  在警方的努力下，刘某二人交代称，2019年，他们听说隔壁乡的周某

某有免费出国玩乐的路子，就找到周某某表示想“出去看看”。于是，周某

某帮忙安排了边境当地人员接应刘某二人偷渡出境。疫情期间，刘某二人

因急事想回国，周某某再次安排人员将其偷渡回国。

  随后，警方立即围绕周某某开展调查排摸。经查，2016年以来，周某某

乘飞机往返云南边境40余次，结伴同行人员多达90余人，共计200余人次，

每次在到达云南景洪后就“消失”了，直到多日后才重新出现并返回内地。

  2021年2月，警方在收集周某某及其团伙成员的偷渡证据后，一举抓获

包括周某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30余名。其后，警方进一步扩大收网范围，

抓获组织、开设赌场，偷越国（边）境等各类犯罪嫌疑人120名，并锁定了一

个长期盘踞在云南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团伙。

  8月6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案件确定为督办案件。9月初，柯城警方在

湖南将“蛇头”付某某抓获。10月，柯城警方赴云南将“蛇头”付某、於某抓获。

通辽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本报讯 记者颜爱勇 通讯员岳明珠 历时近两年，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成功侦破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15名，收缴毒品230克。近日，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该案

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9年初，科尔沁分局禁毒大队侦查员获悉，辖区居民侯某某及其妻

子冯某某涉嫌贩毒。经查，侯某某常年沉迷网络赌博，欠下大量赌债和网

贷，二人决定铤而走险，进行贩毒。侯某某找到了四川的朋友“二姐”，让其

帮忙购进毒品，然后以随身携带的方式将毒品运回通辽。同时，侯某某夫

妇积极发展下线人员，形成了以刘某、李某等为主干力量的贩毒网络。

  2019年7月初，专案组得到了侯某某即将去四川成都购买毒品的线

索，遂前往成都对侯某某等人实施抓捕。7月22日，民警在成都高铁站将侯

某某及“二姐”一举抓获归案，押解回通辽，收缴毒品16.7克。同日，警方在

通辽展开收网行动，先后将冯某某在内的4名贩毒人员、2名吸毒人员抓

获。其后，专案组在成都将上线人员曾某某、杨某某等4人抓获归案。

男子杀人潜逃21年后被抓获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讯员杨长空 近日，西安铁路公安局安康

铁路公安处破获一起命案积案，成功抓获潜逃21年的命案嫌疑人李某勇。

  2000年12月16日，安康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接到报案称，陕西省安康

市汉滨区关庙镇安康东火车站材料库宿舍内，一名夜班看守女工被性侵

后杀害。案发后，安康铁警始终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破工作。

  2021年公安部开展“云剑-2021”专项行动以后，安康铁路公安处决定

重启专案组，立足现有物证大力攻坚。结合21年前的调查询问材料和现场

提取的脚印、烟蒂等证物，专案组对该案嫌疑人的年龄、身高重新进行了

“画像”。经过大量的摸排比对，警方最终锁定了关庙镇村民李某勇有重大

作案嫌疑。经审讯，李某勇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1年前，李某勇醉酒后回家，途经安康东站施工工地，发现被害人独

自在宿舍内，心生邪念，将其打晕拖至废弃铁路桥梁下性侵并杀害。事后，

李某勇为藏匿形迹，长期在外地打工，2015年才返回老家安康。

  目前，该案已移送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私自运输汽油触犯危险驾驶罪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通讯员张梅娟 宗申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危险驾驶罪案开庭审理，法院全部

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某犯危险驾

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

  经查，2021年9月起，王某某为谋取利益，从网上购买二手油罐和电线

将自己的商务车改装成了加油车，低价购买汽油后再以低于市场价销售，

从中赚取差价。王某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情况下，多次驾驶满载800L私油的

汽车穿梭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城区主干道。后经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王某

某抓获，现场查获约600L的汽油、一台加油机和多个打火机。

  据悉，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依法惩治涉枪支、弹药、爆炸物、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犯罪的意见》，明

确私自运输汽油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此案系该意见

施行后，全国首起因私自运输汽油而被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的案件。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 标

□ 本报通讯员 吴世界 罗小红

  为牟取非法利益，曾担任某楼盘销售人员的

江某通过从事房产中介的朋友，向客户谎称“有路

子”拿到低价内部房源，以议价费、首付款、契税等

为名，先后诈骗42名客户共计855万余元。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江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采纳了检方的量刑建

议，以诈骗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

万元。江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

持原判。

  2017年7月，江某从某地产公司离职。当时江

某身负巨额外债，面对步步紧逼的债主，遂萌生了

冒充中介卖“假房子”搞钱的想法。因曾在该售楼

部工作，他手机里存有楼盘宣传图文、楼盘购房合

同等全套资料，其后又私刻了一枚某置业公司的

假公章。

  江某首先找来20多位中介朋友，谎称和某楼

盘的一个老总是好哥们，可以拿到内部特价

房，价格优惠，发动大家物色客户，并承诺成交

后给予不菲的提成。重奖之下，中介带来了大

量意向客户，不少人看到如此优惠的价格也颇

为心动。

  据了解，该楼盘售楼部管理比较松懈，特别是

售楼部后门和地下车库两个侧门，既没有安装门

禁设施也没有值班门卫，即使陌生人进去也没人

核验身份。因为曾在这里上班，江某和物业部门关

系处得不错，他谎称开了家装修公司前来揽业务，

并以“方便装修施工”为由，找相熟的物业人员借

了把现房钥匙，并复刻了几把钥匙。因此，不少跟

着江某一路“畅通无阻”的看房客户对其深信不

疑。此外，江某还坚持每天着工装上班，和该楼盘

销售人员一起出入售楼部，见面时与其他销售人

员热情打招呼。

  然而，想要顺利收到钱款，售楼部财务室和银

行驻地面签点是两个重点环节。据江某供述，“售

楼部有个财务室，我一般都提前过去，先把准备好

的假材料放到财务室外面的打印室，打印室是没

有人的。有时候看到认识的会计，我还会特意和他

们闲谈，这都是做给客户看的假戏，好让他们安心

刷卡”。

  至于银行驻地面签点，江某会先跟客户约定

去售楼部的时间，自已再提前去售楼部看有哪些

银行在上班，然后告诉银行驻点员工稍后带客户

来面签。因为几家驻点银行之间存在竞争，所以银

行一般也不会问具体情况。所谓面签，即银行工作

人员当着客户的面，收取客户相关资料，当场并不

做实质审核。因此，蒙在鼓里的银行工作人员也不

知道是假房。

  一系列的假象和程序之后，便是修改POS机

商户名骗取钱款。江某告诉客户，因为购买的是

“内部特价房”，所以不能在售楼部财务室刷卡，要

求直接用自己的POS机收取首付款。而江某的几

台POS机也都另有玄机，都是通过别人介绍在外

面办理的，可以直接用手机把POS机的收款商户

名修改为该楼盘开发商的名称，如果客户去银行

调取自己的刷卡记录，显示的也都是跳码(显示其

他账号)。

  收钱后，江某又花500元在网上找人制作认购

书、维修基金契税交款单、购房合同、收据等整套

假资料，然后再盖上伪造的公章，随后将这些交给

客户，让其安心等待交房。

  离约定的交房期限越来越近了。一些心生

疑窦的客户登录住建部门官网查询，却并没有

找到自己的房产信息，纷纷质问当初的房产中

介以及江某，多位中介和客户也要求和江某面

谈交房事宜。对此，江某一边发送假的验房视

频、交房通知书、物业维修基金契税发票稳住

客户，一边又假借陪生病的儿子住院、人在老

家办理急事、开车出了车祸等借口避而不见。

  2020年3月31日，被骗了47万元的向某来到该

楼盘，反映自己购买的房子为什么在住建部门官

网上查不到，在现场和江某发生纠纷。向某当场报

警，民警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调查后，江某的诈骗行

为才东窗事发。

  本报讯 记者张雪泓 “碰瓷”团伙以代驾身

份寻找饮酒车主，找理由让车主自行驾车，再制造事

故实施敲诈勒索。近日，北京警方成功打掉该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据了解，该团伙已蓄意制造交

通事故68起，其中最大一笔敲诈金额为4万元。

  2021年7月，北京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名叫

张某忠的男子与其朋友驾驶车辆制造了68起交通

事故，且多为对方全责，该情况引起警方关注。依

托“警保合作”机制，北京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会同

保险机构经过梳理分析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通

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行“碰瓷”的犯罪团伙。随

后，线索被转递至刑事侦查部门。

  此后，北京警方成立了由刑侦、交管、网安

等部门和属地分局组成的专案组。经缜密侦查，专案

组逐渐摸排出以张某忠为首的“碰瓷”团伙，该团伙

有10余人，他们大多具有抢劫、盗窃、吸毒等违法犯罪

前科，主要居住在北京朝阳、大兴和河北燕郊等地，

作案时通常由4人至8人驾驶两辆以上机动车，于夜间

前往朝阳望京、大悦城等繁华地区，以代驾身份寻找

酒后车主，在行驶途中故意编造理由离开，暗中尾随

的同伙一旦发现车主自行驾驶，便寻找机会故意制

造碰撞并实施敲诈勒索。

  事主因害怕酒驾被处罚，往往以支付钱款方式息

事宁人，其中最大一笔被敲诈金额为4万元。如果受害

人拒不支付钱款，团伙成员便利用拨打报警电话等方

式逼迫车主支付钱款，以达到敲诈勒索钱财的目的。

  11月中旬，北京警方在集中开展收网行动，将

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抓获。经查，该团伙分工明

确，张某忠、南某涛二人为团伙头目，负责组织成

员实施犯罪，其余团伙成员有的扮演代驾司机，负

责寻找酒驾“目标”，有的驾驶车辆故意制造交通

事故，还有的负责站脚助威，装作围观群众“劝说”

受害人支付钱款。“碰瓷”得手后，赃款由张某忠、

南某涛按照团伙成员分工不同分赃。

  目前，14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男子谎称有内部特价房诈骗855万余元
法院判决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本报讯 记者黄辉 见习

记者周孝清 近日，江西省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

理社区矫正对象邹某减刑案，

裁定邹某减去有期徒刑9个月，

缩减缓刑考验期9个月。据悉，

这是社区矫正法2020年7月1日

施行以来江西省首例社区矫正

对象减刑案。

  据了解，邹某为南昌某企

业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

认罪悔罪态度端正，认真接受

监督，严格遵守社区矫正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按时汇报自己

的情况，积极参加教育学习和

社会公益服务活动，表现良好。

同时，邹某在刑罚执行期间独

立完成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

的两项发明专利。经社区矫正

机构审核，检察机关召开听证

会并出具检察意见，均认为邹

某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大立功

表现”，可予以减刑。

  南昌市司法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邹某减刑案件的办

理，打破了社区矫正工作“有

惩无奖”的局面，是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的一次生动实

践，标志着江西省社区矫正奖惩工作迈出了

重要一步，有助于社区矫正对象教育改造和

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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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团伙“碰瓷”饮酒车主敲诈勒索

  本报讯 记者唐荣 见习记者李文茜 为贷

款买房，女子张某与房屋中介邓某配合伪造假结

婚证，企图蒙混过关。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邓某、张某

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

个月和8个月，并分别处罚金5000元。

  2018年5月，张某在深圳市宝安区购买了一套

住房。2019年，张某想在深圳购买第二套住房，但根

据相关政策她已没有购房资格。为取得购房资格，

张某于2019年3月和前妹夫李先生登记结婚。随后，

张某向朋友拆借资金385万元，并通过某房屋中介公

司员工邓某在龙华区全款购买了一套住房。

  经过一番折腾，张某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第二套房。为尽快偿还购房资金，她在邓某的建议

下向某银行申请经营贷款。经银行工作人员查询，

张某配偶的征信不符合条件，其无法申请贷款。

  眼见着还款期限快到了，张某十分着急，于是

邓某提出为其伪造与他人的结婚证。张某决定冒

险一试，并向邓某提供了结婚证原件，配合其造

假。其后，张某凭着假结婚证及相关贷款材料，成

功申请到385万元的经营贷款。

  事后，张某和邓某的行为败露，2021年4月先

后被警方抓获。警方经查询银行贷款档案发现，在

张某的贷款申请材料中，除了上述假结婚证，另有

两份伪造的不动产权证书、两份伪造的电子缴费

凭证及虚假的电子购销合同、公司租赁合同、收入

证明。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邓某、张某无视国家法

律，结伙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

国家机关证件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

邓某、张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综上，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本案判决后，被告人未上

诉，现已生效。

女子伪造结婚证骗取贷款被判刑

办案人

  本报讯 记者韩宇 近日，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以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单位大连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罚金80万元，分别判处被告人付某浩、付某

军、张某勇有期徒刑4年9个月至3年3个月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大连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港口货物装卸搬运、人力资源服务等业务。付某浩为该

公司实际控制人。付某军系付某浩之子，为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主要负责公司后勤工作。张某勇系该公

司经理，主要负责港口货物装卸搬运等现场作业。

  2020年11月中旬，载有进口冷链货品的某外籍货轮

停靠大连港大窑湾码头。2020年12月1日至12日，张某勇受

付某浩指派，雇佣劳务人员对该外籍货轮上的进口冷链

货品进行装卸搬运作业，并担任现场作业负责人。

  在作业过程中，大连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违反进港

作业人员须备案且持有7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疫情防

控规定，现场负责人张某勇虚增、篡改备案作业人员名

单。在搬运作业中，该公司违反全程规范防护的要求，张

某勇对作业人员疏于监管，致使作业人员存在未按要求

佩戴隔离面罩、穿着防护服就餐等多项违规行为。在作业

人员管理上，该公司未严格执行闭环管理规定，付某军在

受付某浩指派给作业人员安排住宿旅店时，未将住宿人

员须闭环管理的要求告知旅店经营者，导致作业人员住

宿的旅店正常面向社会营业，作业人员下班后经常出入

人员密集的多个公共场所。

  此外，张某勇还组织后被证实感染新冠病毒的多名

作业人员帮其搬家，并到饭店聚餐，使病毒传播扩散到社

会居民生活小区。该公司对中途离职的作业人员监管也

不到位，付某浩和张某勇未执行离职人员须隔离、核酸检

测、跟踪14天内健康状况的疫情防控规定。一名后被证实

感染新冠病毒的作业人员未经隔离、核酸检测离职，并进

入某商厦活动，导致该商厦内多名商户和顾客感染。

  被告单位上述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行为，导致新冠病毒由进口冷链

货品向社会面扩散传播。自2020年12月15日发现受雇于被告单位的4例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此次疫情共发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8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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