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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调查，随着一次次的盗

窃得手，一次次的连夜销赃，一沓沓

的钞票进入腰包，这些团伙成员更

加肆无忌惮，逐渐发展成“盗运销”

一条龙式的犯罪团伙，以张某为首

的团伙甚至还成立了公司专门负责

销赃。

其间，矿山企业安防工作不断

加强，但这些团伙的作案方式也不

断升级。以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竟

然还研究组装了遥控装置，通过遥

控磅房系统，使显示载重量比实际

重量大幅减少，以此盗窃矿产品。

利益的驱使让这些团伙成员在

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 2015 年

到案发，先后疯狂盗窃矿产品 15 万

余吨，非法获利上亿元。有的团伙

成员在内地城市购置了房产、豪车，

摇身一变成为身家上千万的大老

板。就连参与盗窃犯罪活动的货车

司机，一年也能“捞”个十几万元。

该案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额

的经济损失，追赃挽损成为最关键

环节。由于案发时间长，涉及人员

多，专案组积极走访，共查扣车辆 35
辆，查封房产 7 套，追缴涉案财产

4000多万元。

富蕴县公安局局长王勇告诉记

者：“此案的成功侦破，彻底摧毁了

盘踞在辖区‘围猎’矿山企业的犯罪

团伙，在打击盗窃国有资产犯罪方

面取得了重大战果，震慑了其他从

事类似运输盗窃的犯罪分子，同时

也对矿山企业加强管理起到了很好

的警示作用。”

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据《法制日报》

“地下运输车队”疯狂盗窃矿山铁精粉
新疆富蕴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124名涉案价值上亿元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蔡某、张某等 20 人

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20名被

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始，

蔡某先后在海口市云龙镇及演

丰镇创办养殖场，并先后聘请

农某宏、党某磊、王某业、张某

等人打理业务。2019年 2月 12
日后，蔡某因生病，由其妻子孙

某洋继续经营养殖场生意。经

营期间，蔡某主要向郑某军、卢

某宝、黄某日等人大量收购珊

瑚、砗磲、玳瑁、绿海龟等物种，

并将这些物种分类养殖和存

放，然后通过微信宣传、销售。

同时，蔡某将王某晨发展

为二级经销商，帮助其宣传销

售，并给予王某晨利润的 10％
作为提成。蔡某按照客户的要

求制作发货单，安排农某宏、党

某磊、王某业、张某、庞某强进

行分拣、包装、运输，然后再通

过任某勇、陈某超、张某华等人

的协助，将出售的珊瑚、砗磲、

玳瑁、绿海龟等以空运的方式

运至全国各地。

经鉴定，涉案珊瑚、砗磲、

玳瑁、绿海龟均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其中，砗磲还属于

濒危物种。蔡某在 2016年 1月

至 2019年 4月期间销售的国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数 量 共 计

113619.6块（只），销售金额合计

6045136.9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

某、孙某洋、农某宏、党某磊、王

某业、张某、庞某强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价 值 分 别 为 608441.80 元 至

6045136.90元不等，应当以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

人王某晨、王某运、黄某日、郑

某豹、陈某虎、黄某莉、庄某铭、

郑某军、卢某宝非法出售珍贵、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价 值 分 别 为

10236 元至 548854.2 元不等，应

当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

王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价值 57200元，应当以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

任某勇、陈某超、张某华非法运

输 珍 贵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价 值

1705418.69 元，情节严重，应当

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法庭围绕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

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质证及法

庭辩论。由于涉案人数较多，

法庭将择日宣判。

本报综合报道

6月13日，“2019·9·7”新疆富蕴特大铁精粉被盗案
专案组被公安部记集体一等功。

据了解，该案由公安部督办，涉案价值上亿元。专
案组民警历经10个月侦查，转战多个省市县，彻底打掉
4个盗窃国有矿山企业铁精粉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犯
罪嫌疑人124名，追缴涉案财产4000多万元。

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矿产资

源丰富，吸引了不少企业在此落户，

每日都有成百上千辆的货车将这里

的矿产品运往全国各地。

2019 年 9 月 7 日，某矿山企业负

责人杜某匆忙赶到富蕴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报案：“你们看，这是匿名短

信，举报这些车辆偷运铁精粉。当时

我也将信将疑，后来去企业门卫室和

司磅房，想调取监控查证一下，结果

发现监控有断档现象，这里面肯定是

有人动了手脚。”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富蕴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成纾敏锐地意

识到，此案应该是团伙作案，且案值

不小。案情上报后，立即引起了阿勒

泰地区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的高

度重视。

鉴于案情重大，富蕴县公安局连

夜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展开侦

查。其间，自治区公安厅和阿勒泰地

区公安局多次派员实地指导案件侦

办。2019年 11月 21日，该案被公安

部列为部督案件。

专案组民警迅速调取了 3600多

路监控，一帧帧反复仔细比对，48小

时内核实了 12 辆作案车辆及驾驶

人。“因为案情重大，专案组民警加班

加点，特别是图侦民警长时间盯着监

控画面，眼睛都出现了刺痛感，有的

甚至控制不住地流泪。”富蕴县公安

局副局长马洪江说。

在确定了“地下运输车队”后，专

案组民警又兵分三路：一路深入企业

很快查明了库管员张某与车辆组织

者杨某存在内外勾结嫌疑，门卫潘

某、司磅员徐某也被张某以金钱买

通；一路奔赴销赃地搜集固定证据，

仅查验收货单就多达 1.2万余份；一

路在盗运铁精粉的必经路口守株待

兔。

9 月 8 日，专案组进行第一次收

网。最初，落网的货车司机心存侥

幸，只承认被抓现行的这一起不法行

为，对幕后组织者和大量盗窃的犯罪

行为矢口否认。

专案组针对货车司机法律意识

淡薄，调整策略，政策攻心，最终到案

的多名货车司机交代了参与盗窃的

整个过程。

但团伙组织者张某到案后，自知

罪重，拒不交代，案件侦查一度进入

停滞状态。专案组民警转变思路，通

过与其聊家常，摸清弱点，以亲情感

召，成功摧毁其心理防线，张某交代

了该团伙的另一个组织者施某的相

关情况。

9月 13日，专案组在乌鲁木齐市

将施某抓获。之后，专案组又转战山

东等地将其他 32名团伙成员抓捕归

案。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这是一个

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精通通信技术

且反侦查能力极强的盗窃团伙。其

中，团伙头目施某、张某熟悉矿企管

理，买通关键岗位员工，以高价运费

拉拢组建“地下运输车队”，利用监

控断网设备、使用真假计量卡等方

式实施盗窃铁精粉，后再通过料场

中转进行销赃，他们每次作案前单

线联系，选定时间后再用对讲机通

知车队，选择凌晨作案，具有很强的

隐蔽性。

专案组根据走访摸排获得的线

索，很快又审讯深挖出了另一窝“硕

鼠”。

经专案组查明，另一个盗窃团伙

的组织者侯某是铁精粉运输公司业

务员，其发现有漏洞可钻后便勾结料

场的主管李某，以高价运费雇佣车

辆，采取打印假磅单、不录入系统的

方式，深夜盗窃铁精粉，并安排专人

负责联系个人和企业低价销赃。

为拉拢成员，侯某除了给货车司

机高价运费，还根据路程长短给他们

封口费。跑一趟“黑货”，可以比跑正

常运输多挣近 2000 元，而且每次都

是现结，久而久之，不少货运司机主

动联系侯某“走货”。

该团伙从 2018 年起至案发，一

年多就盗窃某料场铁精粉 5600 多

吨。

专案组在办案时同时发现，辖区

其他矿山企业也有矿产品被盗现象，

随着案件侦查深入开展，更多的“硕

鼠”露出了尾巴。

2019 年 12 月 15 日，专案组又打

掉了以金某为首的盗窃某企业铁精

粉的犯罪团伙。紧接着，以于某为首

的盗窃某企业锌粉的犯罪团伙成员

也悉数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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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恶团伙套取1.1亿元贷款放高利贷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

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通过

远程庭审系统，对孙宁、孙磊等

涉恶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孙宁、

孙磊为首要分子，赵洪宇为重

要成员，孙益健、乔磊为一般成

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及被告人

李伟，自 2009年 8月起，靠套取

银行信贷资金和部分自有资金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平罗县

崇岗镇等地从事高利放贷业

务，收取高额利息。

为 获 取 更 高 额 的 非 法 利

益，在向丁某某等人高利放贷

过程中，隐瞒还款并借助诉讼

的途径占为己有，诈骗数额达

2000多万元。以不正当手段多

次从某区某信用社套取低息贷

款共计 1.1亿余元，部分资金高

利转贷给借款人李某、张某等

人，非法获利 400多万元。为索

要借款，各被告人多次对他人实

施滋扰、威胁、恐吓，形成人员基

本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

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人

孙宁以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强

迫交易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17 年，并处罚金 705
万元；对被告人孙磊以诈骗罪、

高利转贷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16年，并处罚金 700
万元；对其他成员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至 3 年不等，并处

罚金，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没

收各被告人的非法所得。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二十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首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