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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富强 通讯员 许艳灵

近日，商水县公安局接到一个不同
寻常的报警电话， 该县一知名企业称
养殖场内 181 头猪仔不翼而飞。 接警
后，商水警方经过昼夜寻找，终于发现
了 “猪丝马迹 ”，经过工作人员细致消
毒、专业人员仔细甄别核对，这些猪仔
最终物归原主。

监守自盗难逃脱

6 月 29 日， 商水县公安局接到辖
区牧原公司报警， 称其公司下属固墙
镇翟楼养猪场有大量猪仔被盗， 损失
数十万元。 作为该县知名企业，牧原公
司的报警引起了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
岳备战的重视， 当即指示刑侦大队对
此案要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依法办
案，力争快侦快破，维护辖区企业合法
权益。

负责侦办此案的刑侦大队副大队

长范银明带领中队长袁红伟、 指导员
郭祯第一时间赶到牧原公司的被盗养

猪场，经现场勘查 、调取监控 、走访养

猪场职工，民警没有发现可疑痕迹，判
断此案极有可能是内部作案， 随后身
负养猪场管理职责的李某进入了警方

视线。 但是李某自从 6 月份以来就与
公司失去了联系， 公司同事给他打电
话总是关机，给他发短信、微信也不回
复， 种种迹象表明李某具有重大作案
嫌疑。

李某是郸城县人，半年前进入牧原
公司，担任助理职务，负责管理公司下
属四个养猪场。 专案组民警通过侦查
后发现其经常出没于某娱乐场所 ，于
是就在该地隐秘蹲点守候。 7 月 13 日
晚，李某出现，被蹲点民警当场抓获 ，
经讯问， 其对盗卖公司猪仔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据李某供述，自他应聘到牧原公司
工作，公司非常看重他，任命他担任助
理职务， 待遇上每月工资加奖金有一
万余元。 然而这丰厚的收入并不能满
足他的日常花销， 因为他染上了网络
赌博的恶习。

因沉溺网络赌博 ，李某先后输掉
了自己 80 余万元的存款和价值 40
余万元的新车 ， 然后急于捞回本钱

的他又借遍亲友 、同事 ，把借来的钱
又投入赌博之中 ， 在赌博的深渊中
越陷越深 。 债台高筑的他甚至开始
坑蒙拐骗 ，想方设法找钱 ，在走投无
路的情况下他盯上了自己管理的养

猪场 。
5 月 28 日， 李某利用职务之便盗

窃公司翟楼养猪场的大量猪仔， 然后
以低价卖出，共获利 68000 余元，后被
他用来挥霍和赌博， 一直到 6 月 29 日
被公司对接人员发现生猪存栏数目有

异常从而报警。

追赃挽损赢称赞

案件至此已经告破，但如何把被盗
的猪仔找回来，为企业挽回损失，民警
接下来又费尽周折。 根据李某交代，办
案民警锁定了购赃人为固墙镇一养猪

场场主张某，但养猪场检疫严格，民警
没办法在不惊动其他人的情况下进场

核对，并且经过一个多月的喂养，猪仔
体型、体重已经与案发时不同，况且养
猪场内如何区分来源不同的生猪没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无法辨别。

经慎重研判 ，办案民警认为购赃
人有自己的产业 ，不至于外逃或销毁
证据 ，可以采用先劝投嫌疑人再甄别
猪仔的行动方式 ，以确保被盗猪仔万
无一失 。 7 月 18 日 ，民警冒着酷暑先
期进入该养猪场 ， 询问场主亲属 ，确
定购赃事实 ，并让其家人敦促嫌疑人
张某投案 。 民警的工作取得了效果 ，
7 月 19 日 ， 外出归来的张某来到公
安局刑警大队投案自首 ，如实交代了
自己从李某手中低价购得猪仔的事

实 。
经与牧原公司协商，为确保生猪存

活，7 月 19 日晚，民警协同该公司派来
的十多名专业人员赶往嫌疑人的养猪

场，经过细致消毒后进入养殖区，根据
张某供述再由专业人员仔细甄别核

对，然后把牧原公司被盗卖的 181 头猪
仔装车运回，完成退赃工作。

被盗猪仔如数返回牧原公司 ，企
业的合法财产得以保全， 这场 “寻猪
记”圆满画上了句号。商水警方的快速
破案、 敬业精神在商水县企业圈内广
为流传，受到企业界一致好评。 ②16

农村人居环境记者暗访进行时

181 头猪仔不翼而飞

商水警方上演“寻猪记”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周凯鹏

本报讯 近日， 沈丘警方联合银行部门成功
劝阻一起电信诈骗案， 为市民吕某避免 12 余万
元的财产损失。

7 月 13 日， 家住沈丘县城的市民吕某接到
了一位自称“公安人员”的电话，告知她涉嫌违法
洗钱， 并加上吕某微信后发来了一张电子通缉
令，称要把钱转到“安全账户”，而且不能告诉别
人。 由于吕某手机未与银行卡进行绑定，便顺着
“公安人员”的语音指引，来到沈丘县迎宾大道邮
政银行准备进行转账汇款。

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 银行经理楚欢、文
前泽二人见吕某行为异常、神色慌张，便仔细询
问起了情况。 吕某辩解说要急着给别人转货款。
此时，楚欢发现她神情越发紧张，还不时查看手
机，便进一步进行了询问，吕某支支吾吾、欲言又
止，始终不告知真实转账目的。 文前泽耐心向吕
某解释：目前网络诈骗较多，诈骗分子一般都会
电话要求客户注册手机银行，然后再指使客户转
账，最后实现诈骗目的。

吕某向工作人员说出了实情，楚欢和文前泽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冒充公检法伪造通缉文书

的电信诈骗，立即拨通了沈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反诈中队民警周政的电话。

周政赶到现场后，立即甄别出吕某遭遇一起
电信诈骗。 吕某这才恍然大悟，对民警和工作人
员认真负责的态度报以诚挚的感谢。

7 月 14 日，反诈中心民警专程为邮政银行
沈丘县迎宾大道支行送去一封感谢信， 高度赞
扬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同时也对该
行在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

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携手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 更好地保障群众财产
安全。 ②6

警银联手

劝阻一起电信诈骗

□见习记者 田亚楠 文/图

本报讯 沿街道路平坦干净，
房前屋后整洁有序， 彩色墙绘主
题鲜明， 农舍庭院花香四溢……
日前， 记者来到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搬口办事处贾寨村进行人居

环境暗访，随意观察某一个角落，
都能看到一幅景美、 民乐的乡村
新图景。

来到入村口， 庄严肃穆的牌
坊高大威武，像一个勇士，欢迎前
来的客人。进入村庄，道路干净整
洁、 绿树迎风摇曳、 路边花砖镶
嵌、沟渠整治规范，处处散发着美
的气息， 处处弥漫着浓浓的 “乡
韵”……在该村街道上，保洁人员
正在冲洗路面， 路边垃圾箱整齐
摆放，宽阔的道路上干净整洁。庭
院外，三五村民围坐在一起，悠闲
自得地谈变化、拉家常，说说笑笑
十分融洽。

“现在村里干净了，我家里也
干净了。 ”村民贾长海告诉记者，
“以前我们家用的是旱厕，现在改
成了水冲式厕所， 干净卫生还方
便。 ”在贾长海家中记者看到，屋
内家具摆放整齐，门窗干净明亮，
墙壁清理干净，无灰尘和蛛网。厨

房里灶台清洁不油腻， 抹布干净
无异味， 锅铲碗筷清洗干净并摆
放整齐。 庭院里没有多余的杂物
和垃圾，门口摆放着几盆绿植，一
派绿色祥和的气氛。

村里大街小巷均铺设水泥道

路，房前屋后没有卫生盲区，也没
有乱堆乱放现象。 村子里有几处
树林，树林内打理得干干净净，眼
睛所见之处均无垃圾。

在村内，一条水渠水流清澈，
粼粼波光倒映着一侧的绿树，画
面十分唯美。据村民介绍，这条水
渠叫黑刘沟，之前是一个死水坑，
被垃圾填满， 一到雨季就臭气熏

天。 后来村里将沟内淤泥全部清
除，修建“结构化”护岸，再将两端
打通， 黑刘沟就变成一条既能灌
溉，又能排涝的活水沟。

沿着水渠， 一条跑道格外显
眼。跑道南侧是村民文化广场，地
面铺设一层厚厚的草坪， 广场上
有海盗船、蹦极等多种娱乐设施，
2 名保洁员正在打扫卫生。 据他
们介绍， 这里是贾寨电音节所在
地，每到晚上，村里霓虹灯闪烁，
各种好吃的好玩的这里都有，附
近村民来这里娱乐，这里的“夜经
济”十分繁荣。

搬口办事处贾寨村

乡村美了 环境好了 村民乐了

贾寨村内一条道路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