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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制造子弹的“基地”
微信群里子弹一直在“飞”，民警办

案的脚步一直在“追”。通过叶某这条
线，民警进而锁定了重庆籍青年文某，
而文某就是整个贩枪案件中子弹的“制
造者”，他在重庆有一个秘密“生产基
地”。

歇马镇，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部
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工业老镇，其
中，摩托车配件生产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之一。而文某的铅弹“生产基地”，就隐
藏在众多配件企业之中，很难被人发

现。他租用的“车间”，就是一家废旧汽
修厂的房子。

2017年7月下旬，重庆的天气十分
炎热。通过侦查，民警获取了文某在重
庆市区居住的小区地址。“因为当时不
确定他还有没有同伙，所以我们投用了
10多人的警力进行蹲守，一组守在小区
门口，一组在小区附近文某的轿车周
围。”办案民警史亚飞说。

下午 3 时开始的蹲守，酷暑难耐，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分角色进行化
装蹲守，有的躲在阴凉下看报纸，有的
靠着墙根玩手机，外人很难看出来一张
抓捕大网正在张开。晚上9时许，从街
上回来的文某被民警一眼认了出来。

“文某和一个朋友同行，这个时候

我们决定两个人都抓。”史亚飞说，民警
迅速靠拢合围，将文某及其朋友控制。
抓捕时，民警亮出“河南周口公安”的身
份后，文某还试图反抗，叫嚣着“这是假
警察”，希望围观群众报警。

由于提前从下线那里获得风声，狡
猾的文某停止了交易，并关闭了租赁的

“生产基地”，把制造铅弹的模具扔到15
公里外高速旁的水沟里。但是，面对民
警讯问，文某最终还是交代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经查，文某共向全国各地的“网友”
发送气枪铅弹快递190余单，铅弹20余
万发，气枪 14 单，销售记录遍布江西、
浙江、湖北等地。

一件快递引出网络贩枪大案
从 2017 年 5 月接到公安部批

转线索开始，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荷花分局成立网络贩枪案专案组，
从一份邮寄铅弹的快递查起，经过
7个多月的努力，破获一起特大网
络贩卖枪支案件。

记者 5 月 7 日获悉，经过专案
民警跨越河南、山东、广东等 8 省
(市)38 个县(区)追踪调查，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 34 名，缴获枪支 16
支，枪支配件600余件，铅弹1万余
发，铅弹模具 3 套。记者同时获
悉，目前，已有10多名犯罪嫌疑人
被移送法院审理。

截获的快递里有数百发铅弹
2017年5月中旬，公安部向周口警

方批转线索，称有人在网上购买枪支弹
药、枪支配件，正在发往周口的一家快
递公司。接到线索后，周口市公安局荷
花分局当即成立由局长张国营为组长
的网络贩枪案专案组。

经过初步排查，快递的收件人系周
口市某中学教师王某。因为快递被警

方截获延迟送达，王某有了警觉。当民
警以快递员的名义联系他准备上门送
快递时，王某突然说：“这不是我的快
递，我不领了，可能发错了。”同时，他打
电话给商水县舒庄乡老家的弟弟，指使
他销毁两支气枪，埋在自家菜园里。

但这依然没有逃过民警的追踪，在
校园内，正在备课的王某当场被抓。通
过连续两天审讯，王某交代了购买枪支
子弹的事实。而这次截获的快递，正是
数百发铅弹。

到案后，王某交代其加入了一个名
叫“战狼集团”的微信群，里面全是买卖
枪支子弹的“同道中人”。与以往案件

不同，这起贩枪案手法比较隐蔽，涉案
人将枪支拆为零件分别出售，然后由购
买者按照微信群发布的“教程”自行组
装。使用时组装成枪支，不使用时变成
一堆零件，以此躲避警方侦查。

“卖枪管的是一个人，卖子弹的是
另一个人，卖气瓶的又是一个人，而且
大家仅在网上交流，彼此之间并不认
识，侦查起来难度不小。”办案民警史亚
飞说，同时，微信群成员使用暗语交流，
比如叫气枪为“气狗”，称子弹为“狗
粮”。

据王某交代，他购买气枪纯属个人
爱好，买来后打鸟、打靶玩。

抓获倒卖枪支和子弹的“微商”
子弹来自哪里？枪支来自哪里？

一系列问题摆在专案组民警面前，除了
王某，谁还知道“气狗”“狗粮”这样的秘
密用语？

根据王某供述及快递发货地址，民
警锁定了一个叫“刀锋商城”的网友，其
真实姓名孙某，系山东人。于是，民警
很快赶到孙某在山东打工的一家汽修

厂，在其下班后悄悄跟随，在孙某家中
将其抓获。经查，周口的王某以420元
的价格，从孙某这里购买了 500 发铅
弹。此外，还有冯某、袁某等分布在全
国各地的多名网友，通过微信交流方
式，从孙某处购买枪支、子弹。

警方继续抽丝剥茧、层层追踪，又
锁定了身在广州的犯罪嫌疑人叶某。
据办案民警介绍，生于 1988 年的叶某
原本在广州市花都区一家皮包厂打
工，但嫌收入太低，便转行做起了“微
商 ”。 只 不 过 ，他 的 生 意 做 得 有 点

“大”，是倒卖枪支和子弹。

“叶某手里没有货，他建立微信群
搭建供需平台，买家联系他，卖家也联
系他，然后他在中间倒卖枪支子弹，从
中牟利。”民警史亚飞说。

2017 年 6 月份，民警赶到叶某在
广州花都区某城中村摸排走访，一位
房东认出了叶某。根据这次掌握的
信息，民警蹲守在叶某租住房屋的楼
道内，于晚上 8 时许将叶某成功抓
获。通过核查他的手机微信信息，民
警 发 现 大 量 枪 支 和 子 弹 的 交 易 记
录。甚至被抓前，他还在微信中做着
贩卖枪支的生意。

4月16日凌晨4时许，辽宁
省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区分局刑
侦禁毒大队民警接到报警，保
工街八马路附近一超市女店员
称，不久前一名黑衣男子持砖
头抢劫，抢走了600多元。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侦破工作。

据女店员描述，黑衣男子
走进超市后，趁她扫描结账的
工夫，男子绕进收银台里，随手
从衣服里怀掏出一块砖头，威
胁女店员把收银台内的所有现
金都拿出来。面对男子的威
胁，女店员有些恐惧，把收银台
钱箱里 600 多元现金交给了男
子。

民警通过采集案发现场
周边的监控线索。发现，案发
前犯罪嫌疑人先在于洪广场

附近一家饭店吃饭，随后在一
家网吧上网，接着又来到超市
抢劫，离开超市后上了一辆出
租车，到大东区龙之梦附近后
搭乘一辆黑车逃往抚顺市，最
后在抚顺客运站搭乘大客车
逃往吉林省四平市。民警通
过进一步的侦查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魏某(四川省乐至县人)
的身份信息，立即将魏某列为
网上逃犯，同时赶往四平市开
展抓捕工作。

因魏某被列为网上逃犯，
在住宿时使用身份证登记，便
会自动报警。魏某害怕此后
找工作、住宿等需要使用身份
证时，会处处受限，于 4 月 19
日 20 时许在吉林省四平市向
警方自首。

任女士和王先生在一次朋
友聚会上相识后互加了微信，
此后互动不断。后王先生以各
种理由不断要求任女士给他发
红包，累计金额为 4362 元。任
女士多次索要无果被对方拉黑
后，将王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返
还借款。近日，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双方存在借
贷关系，支持了任女士的诉讼
请求。

对于自己的行为，任女士
在庭审中解释说，当时出于信
任，也考虑到金额较小，不忍拒
绝就每次都答应了王先生的请
求。随着次数的增多且王先生
从来不提还钱的事，她心里就
有点着急便开始催要。起初，
王先生还在微信中表示会尽快
归还，但随着催要次数增多，王
先生有点恼羞成怒，并把任女

士的微信拉黑。任女士一怒之
下，起诉到法院要求王先生归
还借款4362元。

开庭时，王先生并未到场，
而任女士提交了她的 8 次微信
转账记录及两人的微信聊天记
录，以证实二人之间存在借贷
关系以及借款金额。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负有举证
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
据，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
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
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
实存在。根据任女士的当庭陈
述和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银行转
账记录，认定二人之间借贷关
系存在，并确认了双方之间的
借款金额。一审判决支持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返还
原告借款4362元。

辽宁一男子欠债万元凌晨抢劫超市600多元

厦门海关近日透露，该关
联合广州海关开展打击走私进
口酒类专项行动，一举摧毁4个
走私进口葡萄酒犯罪团伙，现
场查扣涉案走私葡萄酒 8 万余
瓶，案值超两亿元，抓获犯罪嫌
疑人17名。

据介绍，2017 年 5 月，厦门
海关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了
厦门某贸易公司涉嫌低报价格
走私进口酒类的重大线索。经
进一步情报经营，该关逐步掌
握了厦门某贸易公司仅负责厦
门关区“包通关”环节，真实货
主通过“中间人”幕后操控多个

“包通关”团伙从广州等地走私
入境的事实。为实现“全链条”
打击，彻底斩断走私链条，该关
缉私警进一步开展案件经营，

最终摸清走私路径，该案以珠
海某酒业有限公司为核心，横
跨广东广州、深圳、珠海及福建
厦门两省四地，多个涉案团伙
在境外组织货源、口岸包税通
关、国内市场销售、地下钱庄收
付。

经查，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5月，珠海某酒业公司从境外
供应商采购葡萄酒等货源，销
售给广州某进出口公司等国内
买家，并由国内买家委托厦门
某贸易公司等企业包税通关，
以一般贸易方式从广州、珠海、
厦门等口岸低报价格走私进口
(低报幅度 30%至 60%)，涉嫌走
私进口葡萄酒等 600 余个集装
箱，查证涉案案值超两亿元，涉
嫌偷逃税款逾5000万元。

北京一男子多次索要红包后拉黑对方被诉

逃至吉林后自首

查扣走私葡萄酒8万余瓶

法院判决返还43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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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警方破获特大贩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缴获枪支16支

34名涉枪嫌疑人被抓
周口市公安局荷花分局案件

侦办大队大队长房亚勇介绍，在这
起特大网络贩枪案件中，专案组民
警奔波河南、山东、广东、四川、重
庆等 8 省 (市)38 个县 (区)，历时 7 个
多月，行程两万余里，抓获涉枪犯
罪嫌疑人 34 名。此外，缴获枪支 16
支，枪支配件 600 余件，铅弹 1 万多

发，铅弹模具 3 套。
随后，周口市刑事科学技术研

究所对缴获的涉案枪支进行鉴定，
认为这些气枪确系管控枪支，均具
有杀伤力。“这么说吧，查获的枪支
中很多带有狙击功能，百十米开外
对着头部瞄准开枪，肯定致命。”办
案民警史亚飞说。

目 前 ，此 案 正 在 进 一 步 侦 办
中。其中，已有首批 10 多名犯罪嫌
疑人被移送法院审理。

据《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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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广州海关联合破获特大走私葡萄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