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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据省公
安厅宣传处消息，7月26日，西宁市
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破获一起
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抓
获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价税
合计）5400余万元。

今年 6 月，西宁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青海某物资
有限公司、某商贸公司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线索。7月26

日下午，办案民警在西宁市城中区
解放路某小区内将青海某物资有限
公司、某商贸公司实际操控人戴某
抓获，并现场缴获金税盘等作案工
具。

经查，犯罪嫌疑人戴某购买他
人身份证骗取登记注册两家空壳公
司，在未发生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从
外地非法购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
票，伪造资金流、购销合同，通过雇

人散发名片、喷涂小广告等方法兜
售虚开发票。截至案发，戴某已向
青海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640
份，价税合计 5400 余万元，造成国
家巨额税款损失。

目前，犯罪嫌疑人戴某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 通讯员
丁晓萍）小马和小杨是亲戚关系，但
两人酒后失言，发生口角并相互打
斗。7 月 29 日，经过西宁市湟中县
人民法院的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
议，由小杨赔偿小马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共计41000元。

去年11月1日深夜，小杨在自己
家中与亲戚小马等人一起饮酒，酣酣

耳垫之际，二人谈兴高涨，越喝越热
闹，谁知一言不合，二人先是污言秽
语，继而拳脚相加，小马拿起桌上的
玻璃杯砸在小杨头部，乘小杨头破血
流之际，小马悄然离去。但过了不
久，小马和其他两人再次来到小杨
家，双方发生厮打，小杨抓住小马的
头发，用膝盖在小马的面部撞了四五
下，后又用菜刀刀背及木棒对小马进

行殴打。当日，小马住院后治疗 13
天，诊断为多发软组织伤、头面部外
伤、鼻骨骨折，共花去医药费6203元。

出院后，小马的伤情经西宁市
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
其颜面部及全身多处遭受钝性外力
作用，致右手背锐器割伤，致双侧鼻
骨骨折、多发软组织伤等，损伤程度
评定为轻伤二级。

小杨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自己
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法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小杨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
刑1年，宣判后小杨流下了悔恨的泪
水，他表示已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他与小马系亲戚关系，理应和
睦相处，但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后
不能冷静处理，一时冲动，害人害
己，实在悔不当初。

本报讯（记者 郭佳 实习记者
李晓艳）7月31日，记者从西宁市公
安局城西分局刑侦大队获悉，日前
该大队破获一起抢劫案，抓获 3 名
犯罪嫌疑人。

7月8日，城西分局刑侦大队接
到受害人报案，称其地下室仓库
存放的价值两万余元的高档白酒
被盗。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得
知，8 日凌晨，3 名男子正在受害
人的地下室仓库内实施盗窃时，
被小区巡逻的保安发现，随即上
前制止，但被3人拖至对面草坪实
施殴打，后其中一名男子负责控
制保安，另外两名男子实施盗窃，
最终他们盗走了价值两万余元的
高档白酒。

民警发现，3 名男子有意躲避
监控探头，行走时不走常规路线，
都是以翻墙的方式从一个小区窜
到另外一个小区。民警还发现其
中两名男子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的某个宾馆留有住宿记录。根
据此线索，民警于 7 月 14 日将 3 人
在甘肃省嘉峪关抓获归案。

经审讯，3 名犯罪嫌疑人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他们因为
嫌打工收入少，便对实施盗窃达成
共识，遂在购买了作案工具后，实
施了盗窃。目前，3 人因行窃时犯
罪行为发生转化，被城西警方以涉
嫌抢劫罪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
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巴桑次仁）8
月 1 日，一乘客将自己的身份证
落在青海申青出租租赁汽车有限
公司马师傅的出租车上，马师傅
发现后通过多种渠道正在寻找失
主。

马师傅在身份证上看到，失
主是一名外地人，他担心失主丢
失身份证后会带来许多不便，便
在第一时间拨打了 110 电话，被
告知让其先将身份证送到附近的
派出所。但是由于当时车内还有
其他乘客，担心会耽误到乘客的
行程，马师傅就先拔打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电话 12328，工作人员
登记了基本情况，让其将身份证
送到青海申青出租租赁汽车有限
公司，以便失主认领；马师傅还向
青海广播电视台反映了情况。

司机马师傅告诉记者，一个
外地人来到西宁，身份证丢了，那
该有多着急。马师傅表示，他会
努力寻找失主，将身份证归还。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实习记
者 刘胜平）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
高温天气之后，西宁终于迎来雨
天。7 月 31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
解到，全省大部分地区近期将出现
强降水天气。

根据省气候中心最新气象资料
分析，预计7月31日8时至8月2日8
时,全省大部地区将有明显降水天气
过程，部分乡镇有大雨，最大降水量
25～40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15～25
毫米，其间伴有冰雹、雷电、短时强
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
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7 月 30 日 20 时至 31 日 10 时，
全省共计 47 个站出现降水。格尔
木气象台于 31 日 9 时 55 分发布格
尔木地区暴雨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水过
程期间部分乡镇有大雨，并伴有冰
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降水过程将导致低洼
地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水，
注意防范对城市运行的影响；山
区需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中小
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
地质灾害；农业区要做好人工防雹
工作，预防冰雹给农作物带来的损
失。

同德讯（张世云）近日，海南藏族
自治州同德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在治安、网安大队的协助下，针对全县
涉外宾馆开展了清理检查及建档工作。

同德县公安局要求辖区各大宾馆
要精通业务，涉外登记服务应由专职
的一至两人负责，并具有一定的外语

沟通能力，能够熟练地掌握外国人临
时住宿登记系统、识别外国人护照、护
照号码及签证；增强协管意识，随着同
德县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往来该县
进行贸易、旅游等的外国人日益增多，
涉外宾馆要积极协助公安局外管部
门，做好外管部门的“左膀右臂”。

西宁讯（刘传康）日前，西宁市
城东区委政法委、区综治办、区法
学会在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中结
合创城工作，组织开展法治文化进
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助推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

在火车站社区，普法志愿者深
入辖区13个小区，宣讲创建文明城

市的同时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宣传
法律知识；针对区属18所小学周边
环境存在的安全隐患和不文明现
象，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与法同行，
校园周边安全整治行动”，向商铺业
主、流动商贩和在校学生宣传治安
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组织韵家口镇、各社区及

综治委等开展“创新社会治理，建设
平安家园”集中宣传日活动，向群众
宣讲综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公民参
与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和平安
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积极引
导社区群众树立为全区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的大局尽力的责任意识。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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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大意丢证件
的哥倾力找失主

酒后失言拳脚相加 领刑赔钱悔不当初

三男子偷白酒 可耻
殴打小区保安 刑拘

多部门开展系列活动助力创城

7 月 28 日，
西宁市城东区
党 政 军 民 400
余人在西宁市
康南小学欢聚
一堂，共同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文艺演出
在雄庄、浑厚的

《东方红》歌舞
中拉开帷幕，葫
芦丝伴舞《军港
之夜》演绎了部
队指战员对军
营的无限热爱。
本报记者 邢鹏

摄影报道

西宁城东区

本报讯（记者 蓝海梅）记者昨
日从省公安厅获悉，按照公安部统
一部署，我省警方近日依法对广东
省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案件开展

打击查处工作。目前，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28人。

截至 7 月 31 日，警方已将我省
涉案人员 30 人抓获归案。其中，依
法刑事拘留 28 人、取保候审两人。

另依法行政拘留网上煽动闹事违法
人员1人。

下一阶段，我省警方将按照公
安部要求，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抓
捕力度，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收集固

定犯罪证据，依法查封、冻结涉案赃
款，适时开展延伸打击。同时将继
续保持对传销活动的高压严打态
势，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力维
护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抓获30名“善心汇”传销案涉案人员

我省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