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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 10时，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乔锦
仁同志被追授为“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同一时间，

“8·12”系列盗窃案专案组民
警樊胜君正在调查取证的路
上，他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转发到朋友圈，这既是老乔的
光荣，也是灞桥公安每一名民
警的骄傲。

8月 12日凌晨 1时，灞桥
分局席王派出所接到一起车内
财物被盗的报案，分局刑侦大
队和席王派出所成立专案组。
经前期侦查研判，该案与西安
市其他区域发生的多起盗窃案
作案手法相似，分局将情况及
时上报西安市公安局，在西安
市公安局的支持和指导下，成
立了多警种、多部门为成员单
位的联合专案组，全力开展
侦破。

案件调查中，专案组民警
们兵分多路，调取分析了千余
个小时的公共视频，摸排走访
了百余条线索，分析了海量信
息，8月22日嫌疑人赵某、孙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8月22日清晨6时左右，专
案组负责摸排的民警王飞得到
消息，十几分钟前在西安市某
区发生了一起盗窃车内财物
案，作案车辆疑似一辆白色小
轿车，多日连轴转的王飞握住
这条线索时，从清晨6时到下午
6时，整整 12个小时一场民警
与嫌疑人分秒必争、斗智斗勇
的较量，已拉开序幕。

22日下午 4时，专案组找
到了嫌疑人藏身小区，在周边
进行蹲守，下午6时，终于迎来
了抓捕时机。此刻，西安新城
区一栋上世纪80年代建红砖楼
里，刑警樊胜君与嫌疑人赵某
在仅有80厘米宽的楼道擦肩，
樊胜君一把抓住赵某手腕并喊

出了他的名字，已有防备的赵
某奋力推开，樊胜君返身追击
时，赵某掏“枪”已对准了他。

“有枪……”樊胜君下意识
喊出这句话。此时，上下合围
的战友同时飞奔上楼，将嫌疑
人赵某、孙某死死擒住，整个抓
捕过程仅20多秒。民警夺下嫌
犯手中的“枪”一看，竟是一支
催泪喷射器。

短短20秒的抓捕，容不下
太多思考分析。“人抓到后就像
松了一口气，突然感到腿有点
疼，一看膝盖和手肘都破了。”
王飞说。

当晚7时左右，第一轮突审
开始，嫌疑人避重就轻并未如
实交代，专案组开了碰头会，制
定了新的审讯方案，民警丁祥
费尽脑筋、下足功夫对赵某进
行了第二轮的审讯。丁祥说：

“专案组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但
大家必须齐头并进，一旦有一
个环节审查不顺利，就会造成

整体的证据链不完善，在这里
每个人都会尽力完成自己的任
务，是荣誉也是责任。”

根据嫌疑人的只言片语，
追赃组、抓捕组已兵分多路开
展工作，侦查员王飞接到了找
寻作案车辆的任务，此时已是
23日凌晨 3时，从收购作案车
辆的废铁收购站，到找寻砸毁
车辆的挖掘机，再到废旧物回
收站，王飞和同事一路追查，不
敢停歇，全力与时间赛跑。24
日下午6时当民警们赶到回收
站时，作案白色小轿车已被切
割，万幸，发动机还在。至此，
关键证据找到了。另外几组民
警在赵某的多个窝点找到了盗
窃得来的赃款赃物，抓获了该
案第三名嫌疑人。

8月 24日，该案三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灞桥分局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陈涵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西安交大一附院周边交通
环境复杂、堵点较多，交通管理
压力巨大。为营造安全文明的
交通环境，交警雁塔大队迎难
而上、主动作为，立足实际调查
研究，按照“抓静态、促规范、严
管理”的工作思路，制定专项工

作方案，多措并举解决就医停
车难。

交警雁塔大队一方面深挖
内部潜力，改造医院车位 200
个，在附近协调增加车位 100
个，同时在雁塔西路南北两侧
辅道内新增停车位86个，并计

划在周边朱雀大街、含光路等
新增错时车位160个，缓解停车
需求。

同时利用价格杠杆提高
停车位周转率，预计可增加停
车位 2—3倍。对违法停车、
特别是双排停车进行抓拍处

罚，保证医院周边辅道通行顺
畅。据了解，这套“组合拳”打
下来，不仅能缓解医院停车难
的现实问题，通畅的交通微环
境也能给市民带来新的就医
感受。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交大一附院周边增加车位100个
解决就医停车难

p

因酒后驾车肇事
两市民被终生禁驾

西安交警曝光4例被终生禁驾市
民，两人因酒后驾车肇事构成犯罪被终
生禁驾。所以说，朋友们，喝酒不开车，
不仅仅是怕处罚，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负责。

这 4例被“终生禁驾”的名单，分
别是 2019年 9月 6日，刘奇饮酒后驾
车肇事构成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终
生禁驾；2019年10月29日，张豪醉酒
后驾车肇事构成犯罪，构成交通肇事
罪/终生禁驾；2019年 11月 21日，在
鹿塬农庄段王利英交通肇事逃逸构
成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终生禁驾；
2019年 10月 7日，在 312县道，卜育
平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构成交通
肇事罪/终生禁驾。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处
罚，意味着驾驶人“终生不得重新考取
机动车驾驶证。“终生禁驾”并非法律
术语，而是公众的一种习惯性说法。
它的准确表述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对机动车驾驶人作出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驾
驶证的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夜查酒驾
蓝田交警大队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9月10日晚，蓝田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突击组织开展酒驾、面包车超员和货
车超载集中整治行动。

蓝田交警大队共出动警力50人、
警车10辆，采取设卡检查和流动巡查
相结合的办法，在县城主要出入口、夜
市酒店周边以及乡镇农家乐等酒驾易
发路段，严查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同时，大队民警又兼顾对货车超
载、面包车超员等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
重点违法进行查处。

截至11日凌晨6时，全队共查获酒
驾11例，其中涉嫌醉酒驾驶4例、饮酒
驾驶7例，面包车超员4例，货车超载3
例，扣车25辆，取得了良好的整治宣传
效果。 张强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抢夺执法记录仪
男子妨碍执法被拘

9日上午，在西安经开区元朔路，
一男子抢民警执法记录仪，并拿着执法
记录仪开车逃跑，后被民警追上。当听
到让其出示证件时男子驾车逃逸。目
前已被行政拘留。

9月9日10时许，交警经开大队北
客站中队民警在元朔路对违停车辆进
行抓拍过程中，遇一辆灰色陕A67×××
牌小车突然斜插到警车前面，驾驶员张
某质问民警是否给他车拍照，不等民警
解释，一把抢走执法记录仪，民警多次
索要，拒不归还，确认没有拍时，他不但
没有悔意，竟拿着执法记录仪上车逃
逸，民警立即开警车在后面追击，追行
二三十米后，张某才将车停了下来，把
执法记录仪还给执勤民警。当民警要
其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时，当事人拒绝
出示，并再次驾车逃逸。民警遂通过其
车牌号信息查出车主电话，车主正是驾
驶员本人，民警电话传唤车主张某到交
警经开大队北客站中队接受处理，同时
打110报警。

经审理，公安经开分局北客站派出
所将涉嫌妨碍执行公务的嫌疑人张某
送至西安市拘留所，依法行政拘留五
日。 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12小时较量 20秒抓捕
“8·12”系列盗窃案侦办背后的故事

创建文明城市 高陵交警在行动
西安市公安局高陵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提升高

陵区的城市品质形象为己任，以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主要目标，始终走在全局创建文明城市喜迎“十四
运”的前列。

向队伍要素质

为当好创建主力军，交警大
队从民警自身做起，全队开展了

“优化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
主题教育活动。要求全体民警
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认真
的工作态度，积极地投入到创建
工作中去。在路面执法中，做到

“请”字当先，警容到位，语言文
明，音量适度，指令明确，辩解细
听;在服务窗口，民警一律说普通
话，做到微笑服务，各中队做到
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坐、
一杯茶水暖心、一腔热情接待、
一身正气办事、一句好话送行。

向服务要质量

大队在硬件上加强基础服
务建设，科学合理设置车驾管业
务窗口，有效地缓解了业务量

大，办事群众拥挤的现象，同时
为群众提供免费WiFi以及充电
区域，在大厅摆放座椅、饮水机、
纸杯等。车管所专门开设机动
车查验大厅，建设机动车PDA查
验棚，开设驻外便民服务站，提
供微信支付，为群众办理相关业
务提供方便。针对西安禁摩令
的取消，越来越多的群众办理摩
托车驾照的实际，新建机动车驾
驶人理论考场，增加摩托车科目
二、科目三考场，方便机动车驾
驶人考取驾照。

向严管要畅通

交警大队实时分析道路交
通的实际流量，延伸路面管控
时间，加大重点时段的巡查力
度。主要针对城区客运站、商
业大街周边，采取错时上岗，在
城区主要路段设摩托“巡逻
岗”，采用特殊时间段、定期、不

定期的方式开展交通秩序整
治，特别在上下班高峰期间，以
及机动车活动频繁时段增派警
力严整机动车乱停乱靠等交通
违法行为，在整治中对违章停
放车辆，一律实行抓拍后劝其
驶离现场；对不听劝告拒绝驶
离现场或驾驶人不在现场的，
一律强制拖离现场；同时，联合
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区主要路段
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进
行整治，对不符合规定的停放
车辆及时与经营企业沟通，进

行规范停放和挪移。
在工作中，高陵交警共查处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135例，逆行
1例，农村公交车超员 22例，货
车拖拉机违法载人360例，摩托
车不戴头盔 10例，行人违法 52
例，非机动车违法52例，不系安
全带38例，违停1200余例，黄道
沿违停400余例，通过服务和严
管相结合，全区道路交通秩序明
显好转，群众满意率大幅度
提升。
文/图李洁本报记者晁阳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