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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时 16 分许， 在厦蓉高速

1330公里 650米处（沙井街

隧道内） 发生交通事故致一

名男性死亡。 死者身上未发

现任何身份证明， 民警在男

性死者身上未发现任何有关

该男子人员信息的证件物

品。 该无名尸信息如下：

1、死者为男性，年龄 75 岁左右，身高 155 厘米左

右。

2、上身着蓝色棉毛衫；下身着灰色棉裤；绿色迷彩

高邦棉鞋。 如有知情者请与我大队联系。

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

联系人：胡警官、蔡警官 联系电话：0854-8461122�

认尸启事

本报讯 安顺警方昨日通报破获

一起特大网络贩枪案：203 天时间，

转战 10 余个省市， 捣毁非法制造枪

支弹药窝点 4 个、网络贩卖枪支弹药

团伙 3 个，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0

名，收缴各类枪支 80 余支，成品子弹

4519发。

今年 5 月 14 日， 安顺市公安局

治安部门在日常检查工作中发现，当

地一快递点邮寄了疑似违禁品的包

裹，经开包检查发现，邮寄的违禁品

为 7.62 毫米口径手枪子弹， 随即对

此展开调查。

通过侦查，一条借助网络平台进

行交易、通过快递方式向全国邮寄枪

支弹药的重大线索浮出水面。

鉴于案情重大，安顺警方将案情

向省公安厅汇报， 并于 5 月 15 日成

立“5.15” 专案组，抽调市公安局西

秀分局、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处、网安支队、治安支队、经

侦支队等部门的 30 余名精干警力，

梳理案件线索，展开侦查。

经侦查，“5.15” 专案是一个通

过网络贩卖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弹

药案件。专案组将挖线索、缴枪支、追

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销路作为专

案工作的重点，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枪

支弹药流入社会所引发的治安隐患，

遏制涉枪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案件侦查过程中，专案组民警放

弃所有节假日，历时 203 天，转战上

海、河南、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

东、云南等 10 余个省、市，开展调查、

抓捕、缴枪工作，共捣毁非法制造枪

支弹药窝点 4 个，摧毁网络贩卖枪支

弹药团伙 3 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0名。 其中，逮捕 15人，移送起诉 15

人，8 人被移交当地警方处理， 其余

人员变更强制措施。 收缴各类枪支

80 余支 （其中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

50 支），枪管 8 根，成品子弹 4519 发

（仿 64 式子弹 179 发、仿 9mm 子弹

87 发、小口径子弹 589 发、步枪子弹

32 发……），火药 50 斤，钢珠 30 斤，

底火帽 20000 余颗，弹壳、子弹弹头

25000余枚等， 以及制作铅弹模具三

副， 生产制造枪支弹药数控机床 3

台，枪支散件 2000 余件，查获作案电

子产品 20余件。

专案组民警表示，此次案件主要

是嫌疑人利用网络和快递的漏洞，在

QQ 群、 微信群内发布相关野广告，

引诱买家购买枪支和弹药，并利用快

递进行交易。 但因专案组查得及时，

打得及时，成功捣毁本次违法网络贩

卖枪支、弹药案，使案件得到遏制。

此外，专案组一鼓作气，梳理

网络信息线索数据数十万条，发现

有用线索 400 余条，涉及 26 个省、

市、自治区，省外部分线索已通过

省公安厅向公安部汇报，涉及省内

的线索，专案组已全部查实，并对

全部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目前，该

案正在深挖办理中。

（邱涛 尹恒 本报记者 张鹏）

安顺警方破获特大网络贩枪案

涉及26个省、市、自治区,缴获各类枪支80余支，成品子弹4519发，抓获 30人

本报讯 都匀市城区， 一只大鸟

困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 当地公安

特巡警队员发现是只金刚鹦鹉，便

将其解救下来， 并通过微信朋友圈

为它找到了主人。 不过， 解救过程

中，这只大鸟却对民警发起攻击，将

一位民警啄伤了。

“快看！ 树上有只漂亮的大鸟被

困住了！ ” 12 月 5 日 15 时许，都匀

市某小区路边的大树下，众多小区居

民围着一棵大树议论纷纷。巡逻到此

的都匀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见

状，上前了解情况。

在围观市民的指引

下，民警发现，原来这是一

只个头不小的金刚鹦鹉，

被脚上的绳索死死缠住，

困在了高高的树枝上。

因现场没有群众能够

上树， 一位民警决定先爬

上树将鹦鹉解救下来。

这位民警爬到树上

看到，这只金刚鹦鹉有长

长的尾巴和镰刀状的长

喙，羽毛极其艳丽。 民警

慢慢接近对方，但它极不

配合，用长喙不停地啄向

民警的手。

民警忍着疼痛，将这只极力反抗

的金刚鹦鹉解救了下来，但双手却留

下了四五道伤痕。

事后，民警拍摄了几张照片发到

朋友圈，帮它找主人。不久，朋友圈内

有了消息：有人称，该鹦鹉好像是他

的一个朋友黄女士家的。

随后， 民警与黄女士取得联系，

并找到了黄女士。

“这只金刚鹦鹉我都养了将近 5

年了，早已成了我们家中的一员。 今

天下午，我带着它出门散步，调皮的

它，一下子就飞不见了，没想到飞到

这么高的树上。 谢谢你们了！ ”从民

警手中拿回鹦鹉的黄女士对民警感

谢不已。 （郭文娟 张仁东）

小区树枝上 困了只大鸟

原来是只走失的鹦鹉，被民警解救下来

新年到来前夕，贵阳欢乐船

儿童自闭症康复学校的十余名

自闭症儿童受邀来到贵阳市华

美达神奇大酒店，将自己的新年

愿望写在纸条上，并在酒店品尝

了一顿新年大餐。

据悉，年底以前，酒店将把孩

子们写在纸条上的礼物送到他们

手中，实现他们的心愿。 陈问菩

自闭症儿童

酒店迎新年

本报讯 杭瑞高速路上，一辆

车在行驶中突然坏了， 懂点维修

技术的司机从车上拿出工具，直

接修理起来。 高速交警思南大队

民警发现后， 对司机的行为进行

了批评。

12 月 4 日，高速交警思南大

队民警在杭瑞高速巡逻时， 发现

一辆货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

道上，有两个人在路边修理，驾驶

员没有做任何安全警示标志。

民警迅速停车， 上前了解得

知： 该司机是一名挖掘机修理工

人，准备去沿河县修理挖掘机。谁

知出门没多久，车子就发动不了，

因为没有时间等待救援， 他便自

己下车检查。经一番检查后，他找

到了病因：原来是打气管坏了，因

自己正好懂点维修技术， 车上又

有工具，他便拿出工具修理起来。

交警询问司机， 为何停车后

不做任何安全防范措施。 司机称，

因车子突然坏了，慌忙之中，他忘

记了。交警立即在车的后方做了安

全警戒，协助司机把货车维修好。

之后，民警对驾驶员未放置

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教育，告知其危险性。经过

批评教育， 司机意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随后将车驶离高速。

（秦李勇 简冰冰）

因未设警示标志，被交警批评

如此不求人！

车坏高速路上

司机自己焊接

本报讯 12 月 5 日， 都匀市公

安局沙寨派出所民警通过多方侦

查， 帮助一位 74 岁拾荒老奶奶追

回了多年才存下的 4.5万元存款。

该老人姓陆，平时靠拣废品为

生，省吃俭用几十年，才在银行存

了 5 万元。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近

日将存折、身份证、写有存折密码

的纸条交托亲弟弟帮忙取钱，弟弟

将包放于家中，下班后回家拿上存

折帮姐姐取钱。

结果，老太的弟媳一次就取走了

4.5万元。 目前，民警追回的 4.5万

元已交给受害人手中， 案件还在进

一步办理中。 （杨丰铭 张仁东）

拾荒老人存款

被身边人取走

辛苦几十年，攒了几万元

民警救下金刚鹦鹉

鹦鹉回到主人身边

民警缴获的大批枪械及子弹

各种长枪

司机摇身成焊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