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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公里“高压线”电杀猎物
层层加价倒卖！

新华社电 全国公安机关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截至
目前， 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 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79270起， 缴获各种
枪支851支， 查封、 扣押、 冻结
涉案资产621亿元 。 全国刑事案
件同比下降7.7%， 八类严重暴力
案件同比下降13.8%。

公安部刑侦局政委曾海燕28
日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 公安部采取
直接牵头侦办、 挂牌督办、 指定
省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任专案组
长、 异地用警等超常规措施开展
专案攻坚， 先后挂牌督办48起重
大涉黑案件， 目前已移送检察院
审查起诉20起。

为确保除恶务尽， 公安部持
续加大对涉黑逃犯的缉捕力度，
2018年8月底对10名重大涉黑案
件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布A级通缉
令， 目前已抓获9名； 2018年12
月初， 公安部再次对299名涉黑
逃犯开展集中缉捕清零行动， 截
至目前已抓获164名。 此外， 公
安部还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泰国、
缅甸、 老挝、 柬埔寨等国家开展

境外追逃行动， 一大批潜逃境外
的黑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回国，
极大震慑了黑恶犯罪。

目前， 公安部扫黑办已接收
群众网络、 电话、 来信举报共19
万余条， 从中梳理出有效涉黑涉
恶线索15445件， 部署各地公安
机关开展核查， 已从中打掉黑恶
势力团伙269个。 同时， 部署全
国公安机关主动开展线索摸排，
共摸排线索近20万条， 通过研判
核查， 已打掉黑恶势力团伙6800
余个。

据了解， 公安机关坚持把扫
黑除恶与反腐斗争和基层 “拍
蝇” 结合起来， 积极会同纪检监
察机关 ， 建立涉黑涉恶腐败线
索、 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双向移送
制度和查办结果反馈机制， 深挖
彻查黑恶势力 “关系网” “保护
伞”， 对民警违纪违法甚至充当
黑恶势力 “保护伞” 的， 一查到
底、 绝不姑息， 坚决清除害群之
马。 按照查处 “保护伞” 管辖分
工， 全国公安机关以包庇、 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查处152
人， 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涉及腐
败问题线索1738条。

长达40天的 “2019年吉林查干湖冬季捕鱼节”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神秘而隆重地开幕了， 堆积成山的各类鲜鱼， 引来众多人士观
赏拍照， 人们取其年年有余之意， 祈盼来年生活更美好。 查干湖冬捕
奇观已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昌忠 摄影报道

观赏冬季捕鱼 祈盼美好生活

全国公安机关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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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破获特大捕杀濒危野生动物案
在秦岭设置长达数公里的

“高压线” 捕杀国家一级、 二级
保护动物， 经简单处理后层层加
价销往南方。 日前， 陕西省宝鸡
市眉县警方公布了一起特大猎
杀、 运输、 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案， 一个横跨7省区12市的犯
罪团伙被抓捕。

“黑话 ” 牵出犯罪团
伙， 非法猎杀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

去年8月开始 ， 眉县警方发
现， 此前曾倒卖过文物的逃犯刘
某某最近频繁活动。 通过监控 ，
他们发现 “黑娃” “野货” “香
子” 等词语在刘某某的电话交流
中频繁出现。 “干警走访村民，
被告知这三个词是 ‘黑话’， 分
别指的是黑熊、 野生动物和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眉县公安
局副局长王建平说。

经过进一步侦查 ， “猎手 ”
刘某某、 苏某某以及买卖野生动
物的卢某某等6人犯罪团伙进入
警方视野。 2018年10月3日 ， 警
方拦截两辆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的作案车辆， 当场查获被猎杀
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黑熊1
只， 作案工具 “电锚” 1套。 同
时， 警方在宝鸡市扶风县将卢某
某抓获， 在其经营的冷库查获被
猎杀的黑熊1只 ， 麂子 、 草鹿 、
野猪等野生动物300多只。

警方调查发现， 卢某某常年
与陕西汉中、 四川成都、 福建、
云南等地销售野生动物加工窝点
联系紧密。 警方去年11月11日集
中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
顺线追踪， 专案组赴西安市、 汉
中市以及四川省， 又先后有5名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专案
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8名， 破获
非法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案件12起， 非法猎杀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黑熊案件4起， 非法买卖

国家级保护动物制品案4起， 非
法狩猎案15起。 查获麝香包2个、
黑熊2只 、 熊掌4个 、 熊胆2枚 、
熊油5斤 、 麂子23只 ， 查获貒 、
鹿、 果子狸、 野猪、 野鸡等动物
共计超过千只 （头）。

万伏高压瞬间将动物杀
死， 简单加工后被层层加价
售出

据犯罪嫌疑人苏某某交代 ，
犯罪团伙中的每个人都有明确分
工。 “我平时放羊为生， 对山区
地形比较熟悉 ， 主要是负责领
路， 寻找一些野生动物可能出没
的地方。 另外， 王某主要负责解
剖动物 ， 刘某某主要负责安装
‘电锚’、 联系下线。” 苏某某说。

苏某某表示， 他们一般中午
上山， 布设完 “电锚” 后下午4
点多下山吃饭休息， 连夜在 “电
锚” 报警器旁守候。 “电锚” 由
嫌疑人团伙在网上分别采买电
瓶、 逆变器和铁丝等材料后组装
制作完成， 一套设备成本价格在
2000元左右。

设备布设后， 好比设置了一
条距离地面仅有几十厘米高、 蜿
蜒曲折长达数公里的 “高压线”。
在野生动物通过时， 万伏左右的
高压会瞬间将动物杀死。 届时警
报器就会响起， 苏某某等人关掉
“电锚” 电源， 上山巡线捡回动
物。 2018年10月1日， 苏某某所
在的团伙就出售了此前非法猎杀
的4头野猪、 1头黑熊， 违法所得
共计6800元。

被猎杀的野生动物由 “猎
手” 在当地出售， “中间商” 一
般以低廉的价格收购， 简单处理
后再加价售出， 熊胆、 熊掌以及
麝香等价值较高的部位单独定
价。 历经多个中间环节层层加价
后， 最终野生动物制品被售往南
方。 据犯罪嫌疑人白某某供述，
一只黑熊他的收购价格大约为
8000元， 售给汉中下线肖某的价

格是14300元。
眉县公安局刑侦二大队大队

长王海科介绍说， 犯罪嫌疑人常
年在山区生活 ， 对地形非常熟
悉， 很难对其实现追踪并找到其
藏匿的地点。 “‘猎手们’ 的行
踪虽难确定， 但他们猎杀濒危野
生动物后肯定要销赃。” 王海科
说， “我们锁定了该团伙的作案
运输车， 才能对车辆进行精准拦
截， 在侦办案件上取得了突破。”

提高保护野生动物法规
宣传力度， 加强对 “电锚”
等网络销售监管

办案民警介绍， 苏某某家门
口就有禁止进山狩猎的标语， 当
地政府多次入户向村民宣传禁猎
相关法律和政策， 然而苏某某视
而不见。 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
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制裁。

办案民警表示， 除了进一步
打击非法猎杀、 贩卖行为， 还应
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在群众中宣传
保护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政策， 树
立起保护秦岭珍贵野生动物资源
的自觉意识。

王海科介绍说， 考虑到作案
工具 “电锚” 可通过在网上购买
材 料 后 自 行 组 装 制 作 ， 建 议
相 关 部门加强对这类工具的销
售管控。 警方表示， “电锚” 不
仅威胁到野生动物的安全， 而且
可能伤及人。 有民警告诉记者，
在秦岭山区曾有 “电锚” 致人死
亡案例。

春节将至， 警方提醒， 消费
者应切忌从私人处购买野生动物
制品和食品。 购买企业相关产品
时， 则要检查企业的加工许可证
和驯养繁殖证等相关资质， 否则
有可能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 “即便抛开违法
犯罪因素， 在没有检验检疫情况
下， 盲目食用这些动物的风险很
大。” 王建平说。 据新华社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
塔赫） 中央委员会27日在拉姆安
拉举行会议， 提议由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 （巴解组织） 内部派别人
士和独立人士组建新政府。

分析人士指出， 法塔赫意欲
通过组建新政府强化对约旦河西
岸的管理， 但新政府将巴另一重
要政治派别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
马斯） 排除在外， 或将对巴内部
和解产生不利影响。

现政府成 “弃子”
巴勒斯坦总统、 法塔赫领导

人阿巴斯2013年6月任命独立人
士哈姆达拉为政府总理。 阿巴斯
这一举措旨在促成巴两大主要政
治 派 别 法 塔 赫 与 哈 马 斯 实 现
和 解 ， 为 两 派 执 行 和 解 协 议
并组建包含两派人士的联合政府
作铺垫。

由于哈姆达拉执政风格比较
温 和 ， 而 且 经 常 作 出 与 法 塔
赫 不 一致的决定 ， 因此不断有
传闻说阿巴斯有意解除哈姆达拉

的职务。
法塔赫与哈马斯2007年在加

沙地带发生大规模冲突。 哈马斯
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 法塔赫退
守约旦河西岸， 遂形成两派对峙
局面。 两派近年来多次达成和解
协议， 但一直未能落实。

今年1月6日， 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要求其工作人员撤出连
接加沙地带与埃及的拉法口岸，
以 抗 议 哈 马 斯 对 该 口 岸 的 干
扰 。 这些工作人员以法塔赫成
员为主。

加沙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穆
尔贾·贾巴里亚指出， 法塔赫离
开后， 哈马斯重新控制了拉法口
岸， 这意味着法塔赫与哈马斯的
政治和解谈判彻底破裂， 哈马斯
再度全面掌控加沙地带。 哈姆达
拉政府未能完成实现两派和解的
任务， 成为 “弃子”。

法塔赫加强控制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法塔

赫成员、 前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

穆罕默德·埃什塔耶获新政府总
理提名的呼声最高， 其他内阁成
员人选也大多为法塔赫成员 。
舆论普遍认为， 埃什塔耶的执政
理念与阿巴斯更为吻合， 新政府
或能更有效地贯彻法塔赫的执政
方针。

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哈
尼·马斯里指出， 此次组阁意在
结束独立人士掌管政府的现状，
建立以法塔赫成员为主的新政
府， 巩固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的
统治地位。 新政府将哈马斯排除
之外， 这是法塔赫权衡利弊后的
选择。

舆论认为， 考虑到阿巴斯年
事已高， 法塔赫希望在当前巴内
部局势总体稳定的形势下， 尽快
组建以法塔赫为核心的政府， 维
护稳定。

但分析人士指出， 组建以法
塔赫为核心的政府势必遭到哈马
斯的反对与抵制， 这将对巴政治
和解进程造成影响。

据新华社

巴勒斯坦现政府为何成“弃子”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昨天，
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
办，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长寿发展研究院、 北京农研沟域
经济发展促进中心承办的中国老
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长寿发展研
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长寿发展论
坛，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忠良书院
举行。

中国首届长寿发展论坛举

办， 旨在落实党和政府 “以人为
本” 、“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
会”的科学发展观，交流共享健康
养生文化的精华。同时，论坛为提
高国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为
了以科学发展观来引导养生和健
康，促进人类健康的整体发展，共
同探索健康长寿密码， 为学者提
供人口老龄化长寿化研究搭起了
交流平台。 陈艺 摄

首届长寿发展论坛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