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 11 月 21 日，张某某、高某某

为牟取私利，预谋从德令哈市抢劫一辆

出租车变卖。随即，二人在德令哈市老

火车站附近故作打车，将才某某驾驶的

出租车拦下，声称前往市区。车辆行驶

途中，张某某、高某某通过暴力手段将

才某某控制，驾车沿 315 国道向西宁方

向行驶。

途中，因担心才某某报案揭发，张

某某、高某某于深夜将才某某捆绑后拖

至道路南侧一水沟内溺死。随后，驾驶

抢劫所得出租车向西宁方向逃窜。当

行驶至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河冰滩附

近时，车辆右前轮损坏，两人随即弃车

逃亡。

次日，德令哈市公安局接到才某某

亲属报警。随即迅速出警，沿线追踪，

于当日在刚察县哈尔盖河冰滩附近发

现才某某的出租车。25日，办案民警在

315国道旁一水沟内找到被害人才某某

尸体。

因案发地位置偏僻，案发时间为深

夜，现场勘验及大量走访、摸排工作并

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加之当时刑侦条件

较为落后，侦办一度陷入僵局。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省公安厅刑警

总队的技术支持下，州、市两级公安机

关协同作战，最终锁定张某某、高某某

踪迹。29 日 7 时，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高某某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被成功

抓获归案。经审讯，张某某、高某某对

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

这起时隔 19 年的抢劫杀人案成功告

破。目前，案件深挖工作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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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怀化市洪江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

诈骗案，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全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全与被害人王某桃

系朋友关系。2018 年 7 月 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3 日，

被告人以投资科技开发为名，先后从被害人处收取钱

款共计 40.5万元。期间被告人除以每万元每日 150元

分红的名义，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共向被害人

“分红”26万余元外，剩下钱款均被被告人李某全用于

玩“重庆时时彩”。

网络赌博输光后被告人为隐瞒该真相及继续从

被害人处获取钱款，便联系被害人，谎称自己被公安

机关抓获，且生病住院，无法继续向其支付投资分红，

同时假称向被害人介绍负责技术开发的“陈总”（被告

人李某全虚拟的角色）和陈某珍，让被害人继续向“陈

总”和陈某珍投资，依旧按每万元每日 150 元的标准，

以挽回被害人王某桃的损失。之后，被告人一人分饰

两个角色，分别以“陈总”和陈某珍的名义，诱使被害

人继续支付钱款。2018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收到被害人转账 91.6 万元后，被告人除以“分红”

名义向被害人转账 33.96 万元外，剩余钱款均被被告

人用于玩“重庆时时彩”。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全为达到从被害人

王某桃处获得钱款玩“重庆时时彩”的真实目的，采取

冒用他人身份等手段、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被害人钱款，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

上实施了骗取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

罪构成要件，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量

刑情节，遂对被告人作出以上判决。

记者 5 月 13 日从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

5 月 3 日上午，溧阳市人民检察院在接到公安机关关

于“保姆闷死老人”案的情况通报后，第一时间指派检

察官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检察官会同公安

机关办案人员赶赴现场查勘，共同分析研判案情，并

就案件下一步证据收集、侦查方向及取证注意事项等

提出意见建议。目前，犯罪嫌疑人虞某已被刑事拘

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检察机关将与公安机关一道，及时查清案件事

实，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

5月 12日，@平安常州发布通报，5月 3日凌晨 1时

许，110 接到市民报警称，其奶奶陈某（83 岁）于昨晚

23 时许在溧阳市别桥镇家中死亡，死因可疑。接警

后，溧阳市公安局迅速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

侦查。

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某因病瘫痪在床，家人雇佣

了保姆虞某（女，67岁，本市人）照料其生活。5月 2日

晚，虞某采取用衣被蒙住陈某头部、坐在陈某胸口、头

部等手段致其死亡。

江苏溧阳保姆闷死老人案最新进展

检察机关已介入

获刑十年

湖南一男子分饰两角以投资为名
诈骗上百万元

接连破获3起命案积案
通讯员 杜文龙 记者 雷竣杰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

缺席。“云剑-2020”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公安局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公安

部、青海省公安厅决策部署，全

力以赴打好命案积案攻坚战，坚

持“一把手”挂帅，搭建局党委委

员联点包片的多元攻坚体系，各

地公安机关形成联动机制，定案

定人、合力攻坚，全方位、深层次

推进命案积案攻坚和目标命案

在逃人员缉捕行动，相继破获乌

兰县“1998.2.8”故意伤害致人

死亡案，格尔木市“2003.2.20”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德令哈市

“2001.11.21”抢劫杀人案。

海西公安运用新技术新手段

1998 年 2 月 8 日，海西州乌兰县某

职工宿舍内，马某某与刘某某、韩某等

六人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年酒。

酒过三巡，马某某与刘某某、韩某

发生争执。马某某持刀将韩某捅伤后

畏 罪 潜 逃 ，韩 某 经 医 院 抢 救 无 效 死

亡。此后 ，马某某音讯全无 ，不知所

踪。

“1998 年至今整整 22 年，我们心里

天天记挂着这个案子，不知有多少海

西公安人为此付出心血，熬白了头。”

办案民警说。

22 年，虽然线索难觅，但海西公安

没有放弃对马某某的追捕。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和“云剑-2020”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海西州公安局多次对全州

在逃人员梳理，将在逃人员“清零”作

为终极目标。近期，海西州公安局运

用大数据对命案积案在逃人员深入研

判分析、梳理比对，最终成功锁定马某

某的藏匿地，一场追逃行动随即展开。

2020 年 3 月 5 日，藏匿于山东省济

南市历下区某工区的犯罪嫌疑人马某

某被抓捕组抓获归案。潜逃 22 年的他

回忆起“逃亡岁月”说道：“只有一个词

可以形容，就是‘惊恐万分’。”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已被公

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2003 年 2 月 20 日，海西州格尔木市

武某某家中，刘某、武某某、王某三名好友

正把酒言欢。酒后三人相约出行，刘某、

武某某却发生争执，王某将两人劝开后三

人继续前行。在途经一菜市场时，刘某、

武某某两人矛盾升级，大打出手，刘某拿

起瓜果摊上的刀具将武某某捅伤，武某某

跑出十几米后倒地不起。

刘某见好友伤势较重，吓得逃回家

中，并向其父讲述了事发经过。刘某父亲

遂赶赴事发现场。此时的武某某气息奄

奄，刘某父亲立即将伤者送至格尔木市人

民医院抢救，并通知武某某家属。武某某

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某潜逃，从此不知所

踪。

今年，海西州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应

用进一步深入分析研判，同时办案民警对

刘某家属细致耐心地宣讲法律政策，犯罪

嫌疑人刘某最终迫于压力于3月16日，在

家属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十多年前，对在逃人员的追缉手段远没有如今先进，虽然

线索难觅，但海西公安没有放弃对任何一名在逃人员追捕，将

在逃人员“清零”作为终极目标。案件侦办民警换了一茬又一

茬，当年正值壮年的法医、侦查员现如今都已头发花白，有的

甚至已经调离了刑侦工作岗位，但接续办案的民警们始终没

有放弃案件侦办，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据悉，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海西州公安机关共侦破命案积案 11 起，

抓获命案在逃人员 16 人。2019 年“云剑清网追逃”行动中，海

西公安共抓获在逃人员 143 名，其中外省在逃人员 66 名，在逃

人员库存下降 94.1%。“云剑-2020”行动中，海西公安以大数据

应用为引领，以新技术、新手段为支撑，坚决打赢命案积案攻

坚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民族资产诈骗犯罪攻坚战，坚决

维护海西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

感、满意度。

———— 酒后杀人 藏匿17年悔过自首 ————

———— 酒后争执 逃亡22年后落法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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