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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海湖新区文汇路博
雅金融广场路段，给行人留一条通道啊，要不然
我们只能走一旁的绿地了。”近日，一网友@西海
都市报官方微博求助，并附上了两张道路停满
车的照片。

7月 26日，西海都市报记者在文汇路博雅金
融广场路段看到，道路西侧绿化带一旁的通道
停满了车，部分区域横向停着三辆车，一行人经
过附近路段时，看到路上停满了车不便行走，便
选择从旁边的绿化带通行。没走几步，行人看
到有人拍照便急匆匆离开绿化带，从停着的车
辆之间穿行。

道路的北端，设有停车场起落杆。广场的
一名保安说，因广场地下停车场还没建成，通道
暂时为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即将竣工，到时，所
有车都会安排停在地下停车场。

“再怎么设停车场，也不能把行人的路堵
死。”西宁市民李女士希望相关部门管管。

西海都市报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西宁市城
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反映后，7
月 29日，城管执法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发现
广场私自在人行道设停车场。工作人员下达了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禁止在人行道停放车
辆，责令广场在三日内整改东侧人行道。

道路成停车场 行人被逼向绿化带

停车锁门时，车门没法上锁，这是怎么回事？
“找到了，找到了。”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城

东公安分局大众街派出所民警详细查看停车场
监控后，发现了嫌疑人的线索。

这是一名身穿运动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中年
男子。他躲在停车场几辆轿车后，四处观察，手
指不停按压一个白色充电宝。

“他不在停车场停车，为什么要拿着一个充
电宝在停车场里来来回回转个不停？”看到监
控，民警发现男子很可疑。

与此同时，办案民警还注意到了一名男司
机。当时，男司机把车停好后，按车钥匙锁车
门，但轿车的灯没有亮。他回头看了一眼，离开
了停车场。

就在男司机离开几分钟后，拿着充电宝的男
子快速走到车旁，拉开后车门，将车内的现金盗
走。 四个多小时后，民警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将
偷东西的男子抓获，从他的行李箱内找到了
4000元现金。

嫌疑人落网后，民警开着警车，拿着白色充
电宝做了一个简单试验。民警发现，当驾驶员下
车拿出车钥匙锁门时，一旦有人按压充电宝上的

一个按钮，车钥匙就没办法锁上车门。
嫌疑人说，白色充电宝是一部小型的车钥匙

无线传输信号屏蔽仪器，可以使司机没办法锁闭
车门。一旦车门没有锁上，他就有机会实施盗
窃。

据大众街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姓
张，45 岁，黑龙江人。民警核查发现，张某曾在
2014 年被法院以非法手段屏蔽无线电传输信号
实施盗窃被判刑。

据张某供述，他刚刚从外地流窜到西宁第一
次作案，让他没想到的是，西宁警方火眼金睛，
作案几小时后就找上了门。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西宁城东警方
执行逮捕，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大众街派出所民警提示，这是一起利用高科
技软件实施信号干扰的盗
窃案。车主下车按压锁车
键后，要上前拉车门检查
一下是否锁好，如没锁上
要再次按锁车键，看到车
灯亮并且车鸣笛后方可放
心离开。

可疑的“充电宝”

价值百万元虫草不翼而飞

7 月 5 日 11 时许，久治县门堂乡牧民
保某惊慌地向久治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
心报案：存放在家中的十公斤虫草被盗，
价值近百万元。

虫草是当地牧民主要的生活来源。
这些虫草是保某近几年积攒的血汗，得知
虫草被盗，他和家人第一时间向警方报
案。

此案案情重大，久治县公安局党委连
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此案的侦破工
作，立即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办案
民警立即分工。久治县警方从暂住人口
入手，对暂住房逐个细查，对门堂乡辖区
的宾馆地毯式清查，对门堂乡境内的德玛
高速收费站至久治县城收费站之间案发
时间段内出入的可疑车辆核实，并根据排
查出的可疑车辆循线追踪。

报案人保某向专案组反映，数天前，
一个姓马的男子曾来过他家买虫草，请求
他赊账出售虫草。经过久治县公安局门
堂乡派出所的走访调查，姓马男子系门堂
乡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

专案组民警根据线索到附近的高速收
费站核查。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称，7月 5
日 6时许，马某某曾驾驶一辆车牌号为青
F79797的红色别克车前往久治县城。专案
组民警随即调取了马某某的基本信息，将
该条信息上报至专案组，对马某某驾驶的
汽车轨迹研判分析。不料，久治县城环城
南路处于监控故障盲区，车辆跟踪视频丢
失，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红色空塑料箱的出现

7月5日17时许，办案民警又得到报案

人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在久治县门堂乡
辖区的德玛高速公路旁发现一个红色空塑
料箱。经报案人保某辨认，这正是盛放他
家被盗虫草的箱子。获悉这条重要线索
后，办案民警如释重负，通过这条线索断定
犯罪嫌疑人必定驾驶车辆从德玛高速逃离
现场。专案组立即召开案件侦查信息综合
分析研判会，重点对 7月 5日凌晨至 7月 5
日 7时之间途经门堂乡高速收费站至久治
县城的所有车辆逐一排查。

从接到报案至 7月 5日 23时，根据专
案组汇总出来的相关涉案人员和车辆信
息，经过公安部云搜系统查询最新轨迹信
息，在对重点涉案人员马某某轨迹信息查
询时，发现马某某最新更新的信息只有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在久治县甜城宾馆住
宿的信息，没有作案后的相关信息。

当专案组民警走进一家宾馆时，发现
了马某某驾驶的作案车停放在院内，民警

断定马某某入住在这家宾馆，民警查看入
住记录本发现，马某某于7月5日7时50分
入住这家宾馆。民警以入户清查宾馆为
由，对所有房屋清查时并未发现存在可疑
类似的虫草样品。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证
据，专案组民警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犯罪嫌疑人现身虫草交易市场

7月6日17时，久治县公安局巡防大队
民警在对当地虫草交易市场内的人员逐个
清查的过程中，发现马某某开着车到虫草
交易市场。在对马某某驾驶的车辆依法安
全检查时，马某某神情慌张、手臂颤抖，巡
防民警立即对马某某盘查询问。在盘查过
程中，马某某语无伦次，专案组民警在他的
车后备厢发现两个蓝色的塑料袋，袋内装
有约 8.6斤晒干的虫草，现金 13万余元，民
警询问虫草的来源，马某某并不能清楚交

代虫草的来源。
民警遂将马某某依法传唤至公安局，

经审讯，马某某如实供述了入室盗窃虫草
的犯罪事实。马某某向专案组民警交代，
2019 年 6 月初，他在门堂乡闲转时，觉得
做虫草生意很不错，但考虑到自己没那么
多收购虫草的资金，便硬着头皮向他人以
赊账或打欠条的方式收购虫草。后来，经
营情况入不敷出，赊账的漏洞越来越大。
一次收购虫草时，看到了门堂乡牧民保某
家大量存放的虫草，经过观察，发现保某
家防范意识不强，心中产生邪念。

7月 5日凌晨 3时，马某某驾驶着汽车
到保某家附近，等到保某一家人熟睡后，他
悄悄翻越围墙，直奔存放虫草的小房子，迅
速抱起整箱虫草夺门而出，后在车内睡至
天亮，之后驾车驶向久治县城。

经查，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于 2018 年
12 月在久治县门堂乡高速收费站因犯盗
窃罪被久治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6 个月，缓刑 1 年，盗窃虫草行为发生
在马某某缓刑期间。

一个箱子牵出的大案
——果洛久治县百万元虫草被盗案侦破纪实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因与
机场工作人员产生冲突，女子竟
然选择偷东西泄愤……今年 4
月，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了这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盗窃
案。

2018年 4月 21日，青海省公
安厅机场公安局西宁机场直属
公安局航站楼派出所接到报警，
曹家堡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
厅首信购物店丢失了一条“和天
下”牌香烟。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勘
查和调取了监控，经排查，办案
民警锁定了吉林省长春市女子
郑某，核查了她的身份信息后，
得 知 郑 某 已 乘 坐 航 班 返 回 长
春。后在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
安 局 的 协 助 下 ，吉 林 警 方 在
C6454 航班上抓获了郑某，当场
缴获赃物 12 件，并将其移交给
我省警方。

归案后，郑某交代，自己在
四川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与工
作人员发生冲突，一时生气无处
发泄就产生了行窃的念头，她在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四川特产
店盗取了一条普洱茶烟和一盒
峨眉雪芽茶叶。在乘坐航班抵
达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后，除了
在首信购物店盗取一条“和天
下”牌香烟外，还在雪域特产店、
枸杞专卖店盗取了“茯之道”牌
茶叶 5包、“泰山”牌香烟 1条、藏
红花 3盒。

4 月 25 日，郑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青海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
刑事拘留。9 月 11 日，被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取
保候审。2019年 2月 20日，经检
察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依法将其
逮捕。

3 月 5 日，互助县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审理
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
值 3338.8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
已构成盗窃罪。鉴于能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且赃物已追回，并
取得部分失主的谅解，可从轻
处罚。判决被告人郑某犯盗窃
罪 ，判 处 拘 役 6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 元。

一审宣判后，郑某不服提起
上诉。4 月 10 日，海东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法
庭上，上诉人郑某认为原审法院
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减轻处罚。

郑某的辩护人辩称，郑某在
实施偷窃时，先后进入相邻商铺
实施偷窃的行为间隔时间短，相
邻店铺距离不远，属一个连续性
行为，不应认定为多次偷窃行
为。且案发后郑某能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积极退赔
弥补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
解，应当从轻处罚。

海东市中院经审理认为，鉴
于上诉人郑某被采取强制措施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主动
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
事实及涉案赃物全部追回，并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应从轻处
罚。最终判决上诉人郑某犯盗
窃罪，判处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为泄愤
女子机场行窃获刑

本报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张凌忠

本报记者 祁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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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门堂乡发生一起特大入室盗窃虫草案，一名牧民家中存放的价值近百万元虫草不翼而飞，惊
动当地公安部门。犯罪嫌疑人如何入室盗窃虫草？警方又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犯罪嫌疑人？请看西海都市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