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着偷来的自行
车去砸车盗窃，短短两
小时绕了 3个居民区，
专挑吉普车、豪车砸车
盗窃33起。

警 察 一 路 从 葫
芦岛绥中追至甘肃
兰州,将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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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调查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陆某。在陆
某 33 岁的人生当中，有 15 年是在监狱度过的，
他曾因涉嫌盗窃已经被公安机关处理过5次。

这一次，作案后的陆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
一路从葫芦岛绥中逃至甘肃兰州。然而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作案后的12天，他被长途奔袭到
兰州的辽宁警方抓获归案。

葫芦岛绥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侵财中队中
队长苏通全程参与了该案的侦查、抓捕、审讯等
工作，他向记者详细披露了该案侦破始末。

6月12日，辽宁葫芦岛绥中县城区的机场派
出所、城郊派出所及绥中镇派出所分别接到警
情，辖区多辆越野车、豪华轿车车窗被砸，丢失了
一定数量的金钱及物品。案发地点分别在绥中
圣帝雅阁小区、裕隆苑小区及安居小区的地下停
车场，也有少量在路边停靠的车辆。

接到警情后，当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要求
各部门协同作战，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

通过现场细致勘查及走访，警方很快锁定
了一名犯罪嫌疑人陆某。

陆某老家在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某镇。虽
然他家在农村，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务
过农。虽然年仅 33岁，他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
关打击过 5 次，人生中的 15 年都是在监狱服刑
度过。

“陆某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作案时，戴着
口罩及鸭舌帽，最后再将外套的帽子套到脑袋
上，捂得非常严实。代步交通工具为一辆面包

车，作案工具是一个破窗锤。”苏通说，陆某用破
窗锤专砸好车，在他的潜意识里，好车里的现金
多，有贵重物品，得手后划算。

6 月 10 日晚，陆某在山海关地区砸了二十
余辆车进行盗窃，并偷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得
手后，骑自行车转悠半天，直到天亮才找到自己
的面包车。

6 月 11 日上午，陆某驾驶面包车拉着自行

车来到葫芦岛绥中的西甸子镇，白天将车停靠
在102国道旁睡觉。

到了半夜，他驱车来到绥中六股河旁，将面
包车停在原地，自己骑着自行车沿绥中外环路
骑行。“他觉得换成小的自行车目标小，且自己
包裹得几乎不透风，就能逃避警方的侦查视
线。”苏通说：“殊不知，他的想法大错特错。”

陆某最先来到绥中圣地雅阁小区的地下停
车场，找到两辆越野车，用破窗锤砸坏了车玻
璃，直接进入车内盗窃，偷了10条中华牌香烟。
得手后，陆某骑着自行车来到绥中裕隆苑小区
地下车库，从26辆越野车、豪华轿车里偷得现金
两万余元。随后，他将香烟放在自行车车筐里，
现金放在身上，按原路返回。然后又去了绥中
县安居小区、鑫阳小区，在路边停靠的几辆车里
偷了一部手机及几百元现金。

6 月 12 日晚上，陆某回到玉田县老家，“他
在家连歇都没歇，将赃款中的一万元给了弟
弟。然后告诉亲属说不在家待了，出去躲躲。”
苏通说。

唐山遵化市的聂某以前与陆某一起服过
刑，陆某联系上对方，说一起去青海省倒腾牛羊
挣点钱，聂某同意了。

6 月 13 日，聂某开车，两人出发了。6 月 15
日，两人到了青海；由于对当地的气候不太适
应，就去了甘肃省兰州市。

经过侦查，警方掌握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到
甘肃省兰州市。6月22日，苏通与同事计金成、
李佳行程两千余公里，来到兰州市永登县犯罪
嫌疑人藏匿的地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将犯罪
嫌疑人陆某抓获。

6月24日，陆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2小时砸33辆车 警方追贼兰州抓回

不用练车，不用考试，花点儿钱就能拿到驾
照。这样的“好事”你信吗？丹东的张先生自己
也不信，但他却将此事介绍给了朋友，导致朋友
被骗 1.5万，而张先生也追悔莫及，愧疚地表示
要弥补朋友的损失。

“这个案子的发端是在今年4月，张先生和
同事侯某闲聊，侯某听说张先生正为是否报考
驾照犹豫不决时，便称自己‘和相关部门有关
系’，可以不用看书、不用练习、不用刷驾驶时长
便能‘搞到’驾照。”7 月 20 日，丹东市公安局汤
池派出所民警介绍说，当时对于侯某的说辞，张
先生第一反应其实也是“怎么可能”，但是转念
一想，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对方还是一个
年轻姑娘，没必要撒这种谎。说不定人家真的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门路”，能不通过考试便弄
来驾照。

半信半疑的张先生对此有些心动，细问后得
知“买”一个驾照需要1.5万元。因为担心上当受
骗，所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但没过多久，张先
生一位朋友刘先生也想考驾照，张先生便将此事
告诉了对方。刘先生一听还有这等“好事”，立马
便拜托张先生帮忙联络一下那位“能人”。

随后张先生当起了“二传手”，按照侯某的
要求，将朋友刘先生的身份信息、照片以及“办

事”用的15000元转交给了侯某。一个月后，侯
某此前承诺的下证日期到了，但“驾照”却不见
踪影，多次询问后，也迟迟没有回音。作为中间
人的张先生反复催促询问，起初侯某以各种理
由推诿，到后来竟将对方手机号拉黑，直接辞职
玩起了人间蒸发。眼看着因为自己的“介绍”，
昔日好友刘先生被人给骗了，张先生最终选择
了报警。

“我们在接到报警后，就立即开展调查，经
过24小时的工作，在大连金州区将犯罪嫌疑人
侯某抓获，而此时侯某已经将骗来的钱挥霍一
空，无力偿还。”办案民警表示，而侯某所谓的

“花钱就能办证”，完全是她为骗取钱财炮制出
的谎言。张先生无奈之下表示，下一步他会想
办法为好友弥补损失。

“其实这个骗局真的不应该有人上当，现在
的驾驶证资格考试十分严格，不参加驾校学习，
不参加正规考试是绝对不可能拿到驾照的。”办
案民警说，借这个案子希望大家也都能提高警
惕，不要相信所谓的“能人”“找关系”，好好学习
驾驶技能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辽宁民警奔波2000多公里将砸车盗窃嫌疑人从兰州抓捕归案。 警方供图

托朋友找能人“办”驾照 结果是骗子

民警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中）。 警方供图

日前，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
2021年下半年征兵工作的通知》，对下半年征兵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在上半年征兵质
量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高
标准完成全年征兵任务。

《通知》明确，全面加强高校毕业生征集，持
续畅通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绿色通道”，优先
上站体检，优先审批定兵，做到合格一个征集一
个。加大直招士官工作力度，广泛进行宣传，加
强跟踪管理，确保任务完成率和专业对口率。
认真抓好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毕业生征
集，征集对象为年满 18至 22周岁的男性，取得
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网上报名时填写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名称、职

业技能等级及证书编号，符合条件的在户籍所
在地参加应征，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合格且符合
其他征集条件的优先批准入伍，为部队输送操
作能手、“工匠”人才。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下半年征
兵，作为第三季度的重要工作，精心筹划组织；
把征兵体检摆在重要位置，确保征兵体检质
量，征集任务较少地区积极走开以地市或以若
干相邻县（市、区）为单位组织征兵体检的模
式；严密组织役前教育，加强“网络政治考核”，
全面详细审查应征青年网络行为轨迹，从源头
上把好政治考核关。各级征兵办公室、基层武
装部和高校要全面展开征兵工作，集中精力完
成好征兵任务，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输送更多
优质兵员。

据了解，下半年征兵工作从8月15日开始，
自9月16日起运新兵，9月底前新兵全部到达部
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非全日
制高校毕业生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初中文
化程度男青年不超过 20 周岁。女青年征集年
龄为年满18至22周岁，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
在校生。应征青年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按照

《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
标准》以及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
gov.cn）已全时开通，受理应征报名、政策咨询
等 事 项 ，欢 迎 广 大 适 龄 青 年 踊 跃 报 名 。

据新华社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全面部署下半年征兵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