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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潜逃24年 落网已成流浪汉
34岁时，他就已经是副局长和公司老总，风

华正茂的年纪，抛弃妻子女儿，选择携巨款逃
离。24年后，即使民警确定了他的身份，也依然
无法相信，眼前的流浪汉就是当年的副局长。

1995 年，一则消息突然传遍铁岭市银州区
的大街小巷：时任铁岭市银州区某局副局长、公
司总经理李某携带16万元巨款逃跑了。

李某当年仅34岁，有妻子和女儿，在别人眼
中令人羡慕，可为什么会突然携款潜逃了呢？
这在当时，人们很难理解。

为情所困
副局长带情人携款潜逃

知情者了解，李某与单位一位女同事较为
暧昧。女同事多次要求李某离婚，甚至到李某
办公室闹过多次，而李某就是不离婚。

时间一长，李某也不知道哪根筋儿出了问
题，通过单位支票，将16万元巨款取出后，带着
女同事远走他乡。

案件发生后，李某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
捕并进行网上追逃。由于李某出逃后自己伪装
过深和限于追逃技术手段落后，李某始终未被

抓获。
今年9月9日，开原市警方发现黑龙江省的

常某和在逃人员李某有很多可疑之处，警方迅
速成立专案组并兵分两路开展追逃工作：一路
进行相关人员网上信息研判为追捕提供技术支
持，一路深入到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实施抓捕追
逃。

经过多方面工作发现，常某就是已经漂白
身份的李某，但到常某的身份登记地点调查发
现常某已多年不在此处居住，尽快查找常某立
脚点成为追逃关键点，开原警方在当地警方配
合下经过连续两天加班加点工作，先后筛查十
余处可疑落脚点，终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
安区一老旧小区内将租住于此的常某抓获，

至此，逃亡 24年的李某终于结束了逃亡生
涯。

情人离去
他曾露宿街头

办案民警介绍，尽管已经确定常某就是李
某，但是，其状态还是令民警很吃惊！原本不到
60岁的人，看上去显老，再也没有当局长时候的

风采。李某交代，当年带着情人逃离后，几年的
工夫，赃款就花没了。曾经海誓山盟的情人也
最终离去。

“临走之前回家拿衣服，当时女儿才四五
岁。”李某说，女儿不想让他走，他狠狠心还是走
了。下楼回头看着女儿趴在窗户哭的画面，这
些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这些年，唯一能证明他是李某的，就是当初
走的时候带了一张女儿的照片。“每当我想家的
时候，就拿出女儿的照片看看。”李某告诉办案
民警。

逃亡的24年里，他从未敢联系家人，通讯录
里，只有打工的工友的电话号码。每年三十晚
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猫儿在出租屋内，简单地整
点吃的。越是节日越是难过。

期间，李某的父母先后病逝，妻子女儿出
走，李某始终不敢露面，由于没有特殊技能，李
某仅靠打零工租房维持生计。

“最难的是赃款花完的时候。”李某说，既不
愿意放下架子，也没生存技能，曾经露宿街头。
目前，李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铁岭首席记者
赵天乙

李某（左三）被抓时，仅靠打零工维持生
活。 警方供图

公交车上偷手机
转手就盗刷微信
正忙活着被抓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吕
洋报道 公交车上，他把手伸进其他乘客兜
里，再拿出来时，手上多了一部手机。

还在为偷窃得手沾沾自喜，他没想到
自己已经是反扒民警眼中的“猎物”。

刚准备盗刷手机里的钱，他被早已准
备好的民警抓了现行。

事发 9 月 4 日早高峰的 209 路公交车
上，被抓的是一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
理过的“惯偷”。

据介绍，近日沈阳市公安局公交 （地
铁） 分局正在开展“重拳出击压控发案、
全力打造平安车厢”的反扒专项行动，对
在公交车辆上实施扒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给
予严厉打击。

9 月 4 日 7 时 30 分许，该分局便衣民警
正在皇寺广场公交车站执行反扒任务，一
名东张西望的男子很快就进入了民警视
线。

因为这名男子，早就在反扒民警心里
挂了号。“王某某，今年 55 岁，多次因扒
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民警想都不用想，王某出现在公交车
站，那准没好事，“啥也别说了，赶紧跟
上就对了。”

果然，民警隐秘跟踪其上了 209 路公
交车至沈医二院站。

在民警隐秘注视下，王某某在 209 路
车上，目光在他能看得见的每一位乘客身
上扫视。终于一名女乘客进入了他的视
线 。“ 他 亲 眼 看 着 乘 客 将 手 机 揣 进 上 衣
兜，这是扒手们最容易得手的情况。”

几秒钟后，王某某靠近这名乘客。又
过了几秒，借着公交车的摇晃，王某某将
手伸进乘客兜里。手缩回来时，手里已经
多了一部手机，急忙揣进自己兜里。

随后，王某某在沈医二院站匆忙下
车，车上的布控民警立即跟上，也下了
车。

车还没等开，王某某已经被警方控
制。从王某某身上搜出偷来的手机，发现
他已经将手机中微信内的余额转到自己手
机上。

因为被抓现行，王某某对盗窃被害人
手机并盗刷其微信内钱款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辽宁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共出
动警力 10 万余人次、车辆 2.5 万余台次、
备勤警力 4.2 万余人次；全省 197 余个旅游
景点 90万余人参加的游园活动和 32万余人
参加的4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有序。

这伙人酒店门口蹲点 分角色“碰瓷”酒驾司机
司机喝酒之后还驾车，都是存着侥幸心

理，他们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被警察逮着，而
有一伙人抓住了酒驾司机的心里，专门在酒店
附近“瞄着”喝酒又开车的人，然后寻找机会进
行“碰瓷”再敲诈钱财。昨日，记者从皇姑区法
院了解到这起团伙作案的全过程。

酒店附近先盯梢喝酒的司机

蹲点物色“猎物”。碰瓷犯罪团伙，每次作
案都选择在饭店或娱乐场所周边蹲守，一旦发
现有酒后开车的人，便伺机追尾碰瓷。被告人
朱某伙同杜某、张某、葛某、刘某五人事先商量
好，并进行了分工，第一步是派人在酒店附近
蹲点守候喝酒后出来开车的司机。一天晚上，
他们派杜某在沈阳一家饭店“盯梢”，杜某躲在
酒店门口旁边的轿车内，盯着从酒店出来的男
士，当他看到被害人侯某从饭店喝酒出来驾车
离去后，杜某马上跟踪并打电话给朱某告知目
标车辆特征、行走路线。

碰瓷后假装要报警

抓住害怕报警心理敲诈钱财。“碰瓷”成功

后，因为被撞的司机酒后驾驶在先，他们就利
用对方自知理亏怕报警想赶紧私了的心理，敲
诈被害司机钱财。

跟踪被害人侯某车辆后，朱某驾驶一辆辽
A白色宝马汽车故意与被害轿车相撞。“哎呀，大
哥你撞了我的车，我这车是原厂的，配件可贵
了，你看是报警还是私了？”朱某主动提出要报
交警，找交警出现场来处理事故。朱某明白，一
提警察侯某肯定害怕，他酒驾在先，报警就会按
照酒驾被处理。侯某果然不敢报警，提出私了，
于是朱某狮子大开口，虽然只撞坏了一点，但是
他要求一次性赔偿给他5000元。

侯某觉得5000元实在多得离谱，正常维修
也就千元以内，此时刘某、葛某等同伙假装成
旁观路人凑上来。“你这是酒驾，被逮着就得刑
拘”“你进去可就不是花 5000元就能捞出来的
事了，还是花钱免灾划算”几个人你一言我一
语地帮腔。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
也进行了详细分工。在他们以“酒驾”为要挟，
侯某迫不得已交出了5000元钱才得以脱身。

作案前把剐蹭位置换上次品

朱某团伙作案事先都早有准备，他们

事先就进行了“碰瓷”演练，碰哪个部位
都是事先商量好的，而且所有作案车辆的
碰 撞 位 置 基 本 相 同 ， 并 且 都 拆 卸 了 原 厂
件，更换成副厂次品。敲诈侯某成功半个
月后，朱某团伙又故技重施，再次采取同
样犯罪手段，碰瓷被害人刘某后，通过威
胁迫使被害人交出人民币两万元，之后赃
款全部挥霍。

经法院审理，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伙同他人使用要挟方法敲诈被害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
索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决：被告人朱某
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法官表示，本案中，朱某等人之所以
能成功向司机勒索钱财，正是利用了酒驾
司机在发生事故后不敢报警、急于私了的
心理。他们故意撞向事先已确认过喝了酒
的司机驾驶的汽车，然后乘机敲诈被害司
机钱财，法官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酒
后千万别开车，在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安全
的同时，也不要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切
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一不留神手指被绞肉机“咬”住 消防急施救
本报讯 王迪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

州特约记者张墨寒报道 中秋佳节生意忙碌，肉
店的员工因一时疏忽大意，左手的四个手指意
外卡进绞肉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被困者的
生命安全和手指的保留，消防员将机器拆解后，
迅速将机芯和被困人一同送往医院，在医生的
指导下破拆绞肉机。

9月13日7时32分，锦州市凌河消防救援中
队接到支队指挥中心命令，一名绞肉工人因操
作不慎，手指被绞肉机卡住需前往实施救援。8
名指战员到达现场后经初步观察发现，被困的
女子带着线手套的整个左手完全被绞肉机进料
口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将手套剪坏分离一部
分后可以看到，4个手指都在绞肉机内，刀片已
经到了手掌的位置。

“应该是发生意外时，线手套被刀片绞住，
手无法迅速脱离，才会伤的这么严重。”负责指
挥此次救援的副中队长杨宇刚说，因为肉店空
间狭小，同时钢制的绞肉一体机较大也很笨重，
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机芯部位和
刀片都很厚实，里面还有很多的肉馅，可操作余
地很小。

救援人员首先对绞肉机顶部挡板进行了拆
卸，观察到绞肉机切割系统为螺旋状刀口，该女
子左手的四个手指被刀片死死卡住无法直接拔
出，指挥员决定将刀片反转，尝试将手取出。“被

困人员当时虽然害怕，但是挺坚强，表示可以忍
着疼先想办法取出手。”救援人员说但在真正开
始实施中，因伤口结痂与刀片牢牢的粘在一起，
轻微的移动被困者也无法承受了。

此时救援过程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为了
避免被困人员出现休克等不利情况，中队指挥

员决定对一体绞肉机进行
拆解，只留下机芯部位，连
同被困者一起先赶往医院
就医，在医生的建议下再
对绞肉机切割系统进行破
拆。

在 120 医护人员的护
送下，被困者和绞肉机芯
一同到达医院急诊室，在
医生对被困者进行会诊
后，消防救援中队根据会
诊情况和医生的沟通，再
次制定了三种救援方案：
一是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
对切割系统进行破拆。二
是利用无齿锯对切割系统
进行切割。三是由医生对
被困人员左手进行麻醉，
中队指战员对刀片进行反
转，将手从进料口取出。

由于切割系统为铸铁结构，极为坚硬，前两
种方案在施救过程中极易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
伤害。经过大家一致权衡后，采取第三种方案，
经过局部麻醉后，在医生的监护下，近一个小时
的紧张施救后，10时08分，被困人员的左手终于
被取出，随后她被送往急救室进行抢救。

救援人员尝试将被困者的手从绞肉机中取出。 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