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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少女和老扒手结成“夫妻档”

11月28日下午3时许，3名年轻女子结伴到南
城南大街逛街，3人逛至某电影院楼下选购物品
时，一名年轻女子也围过来“凑热闹”。紧接着，
一中年男子看似无意地碰了下3人中的一名女子。
买完东西，这名女子发现揣在外衣口袋里的苹果手
机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刑侦大队立即组织“打击街面犯罪
专业队”展开调查。走访调查发现，“凑热闹”的年轻
女子和看似无意碰撞受害人的中年男子有重大作案
嫌疑，并迅速展开侦查及抓捕行动。

12月3日晚7时许，身着便衣的民警在南大街巡
逻时，再次发现了这对嫌疑男女。便衣民警不动声
色地跟踪侦查发现，嫌疑男女疑似在伺机扒窃一名
逛街女子。当嫌疑男女拐进一条小巷准备逃跑时，

便衣民警果断采取行动成功将两人擒获。
经办案民警审讯，嫌疑人成某（男，45岁，渠县清

溪场镇人）、刘某（女，19岁，达川区河市镇人）对其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查，这对年龄差距达26岁的男
女竟然是一对“夫妻档”扒手。少女刘某嫌父母管教
太严离家出走，认识了中年男子成某，并对其心生好
感。两人很快就同居生活。有10多起吸毒、盗窃前
科的成某，经常给刘某“洗脑”，声称先“以偷为生”，
积累一定的钱物之后，再过稳定的生活。两人随即
结为“夫妻档”流窜扒窃，刘某负责打掩护，成某负责
扒窃，偷一部手机变卖两三百元，就过几天日子。两
人居无定所，或暂住小旅馆，或蜷缩在网吧。刘某被
抓获时，已怀孕两个多月了。

外地流窜扒手感叹“达州来不得”

12月6日起，便衣民警在南城巡逻时发现，有一
名身着浅灰色外衣、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经常在南
城游荡，并不时在人群中东瞅西望。虽然面相陌生，
但是形迹十分可疑。“这是不是一个外地流窜到南城
的扒手哟？”便衣民警加强了对灰衣男子的观察。

12月7日下午4时许，便衣民警在南城新汽车站
附近巡逻时，再次发现了在人群中寻找作案目标的
灰衣男子，便将其“请”到了“打击街面犯罪专业队”
办公室。“我刚在南城转了两天就被你们抓了，是不
是我的形象就有点像罪犯哟？”灰衣男子被抓时，不
仅大呼“冤枉”，还感叹“达县（南城）的生意（扒窃）不
好做哟！”

据查，灰衣男子名叫吴某某，49岁，渠县有庆镇
人，有吸毒、扒窃、盗窃前科，曾被渠县警方打击处理
过。此前，吴某某在山东打工为生，经常干些偷鸡摸
狗的勾当。他原本想趁岁末年初来南城扒窃“挣点
过年钱”，没想到，刚在南城转了两天就被警方抓获。

出狱不到半年的老扒手再次被抓

12月8日下午4点30分许，便衣民警巡逻至达四
中公交站台附近，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
影。民警悄悄观察发现，这名中年男子在人群中东
张西望，像是要“打哄”扒窃挤公交车的乘客。

“不许动！”当中年男子刚把镊子伸向一名女乘
客的口袋时，便衣民警一声大吼，一个箭步冲上前
去，将中年男子按倒在地，并从其身上搜出了钱包、
手机等赃物，以及镊子、刀片等作案工具。

据查，犯罪嫌疑人汪某（男，43岁，达川区人）是
一名吸毒人员，有多次违法犯罪前科，曾因犯盗窃罪
被法院判刑，今年7月才刑满释放。出狱不到半年，
又被警方抓获。11月27日下午4时许，汪某在南城
华夏康年大酒店旁的中国银行门前，尾随一名妇女，
扒窃了一部手机。失主称，该手机刚用了半个月就
被偷了。

一天之内查获四起吸毒贩毒案件

12月8日晚7时许，便衣民警在涛源国际大酒店
周边巡逻时，发现一青年男子在酒店外徘徊了一阵
后，突然转向跑进了酒店。其中一位民警回忆起，这
名青年男子曾因扒窃被警方打击处理过。

“走！去看看他是不是又在干违法犯罪的事？”
便衣民警一路跟踪发现，可疑男子钻进了酒店1107
号房间。不久，民警想法打开房门看到，5名男子正
躲在屋里吞云吐雾，桌子上、茶几上摆放着几小包冰
毒及冰壶等吸毒工具。见此情形，民警立即呼叫刑
侦民警前往增援，成功将聚众吸毒的嫌疑人王某
（男，33岁，宣汉县人）、李某（男，30岁，达川区人）、彭
某（男，27岁，通川区人）等5人抓获。

当天下午，“打击街面犯罪专业队”在南城巡逻
时，先后在“一新国际”小区附近等地，破获两起零包
贩毒案和一起吸毒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张某（男，
32岁，河南省人）、米某某（男，36岁，达川区人）、张某
某（女，33岁，通川区人）等6人抓获。

12月以来，达川警方全面打响“百日平安会战”，
刑侦大队结合“三打击一整”、“百日平安会战”、“铁
帚-2”禁毒等专项行动，针对辖区各类重点突出刑事
犯罪，组织精兵强将，成立“打击街面犯罪专业队”，
深入广场、车站、大型超市、商业街道等案件多发地
段，集中开展反扒、缉毒等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
抓获盗窃、扒窃、吸贩毒等违法犯罪人员23人，并分
别处以刑事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及行政拘
留等。 （潘相余 本报记者 罗烽烈）

达川警方“百日平安会战”

“打击街面违法犯罪”捷报频传

自市公安局部
署开展“百日平安会
战”以来，达川区公
安分局迅速行动，加
大对街面违法犯罪
的打击力度，遏制岁
末年初多发性侵财
犯罪高发态势，全警
动员、全力以赴，捷
报频传。既让不少
“重操旧业”的“老
贼”再次落网，更让
想来南城“捞一把”
的流窜扒手感叹“来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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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天恒花园G幢3楼2号商
用房两证齐全，面积1000㎡，
现欲出售。

电话：13908241852

房屋出租

聘 因业务发展需要，本
公司拟招聘一名财务经
理，男女不限，要求大专

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
熟悉金蝶财务软件，有大中型
工业企业5年财务部门管理
经验，工资福利待遇从优。另
招收应届财务会计、工商管
理、机械设计、市场营销等优
秀毕业生数名作储备干部，有
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及相关证
件 投 至 2528766777@qq.
com，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中辰建安集
团有限公司诚聘
会计20名，有建

筑行业经验，能在重庆、成都、
西藏、山东、西安、河南、内蒙、
新疆等地工作，薪酬面议。
15388475232李女士

诚聘

达州市一全国知名物流
快递公司转让；另招分拨经
理一名。田坝一门市出租。

电话：13778369277

物流转让

丽江明珠转盘处一音乐
餐吧转让，面积800㎡，价格
面议。

电话：18090900888

餐吧转让

达州市嘉兴实业有限公司聘
铆工、焊工、装配工、机床操作
工、杂工、学徒工、车间管理人
员，有工作经验者优先，50岁
以下。2669966 2652858

招聘
南外一临街双开间门市

（80平方米）出售，可作夹层，
价 格 面 议 。 联 系 电 话 ：
13882854433

门市出售

坐落于通川区张家湾五
环花园1号房3层3A号（原经
营茶楼），面积503.08㎡，对位
招租。联系人：蒋先生

电话：15982975511

房屋出租
丽江明珠转盘处一音乐

餐吧转让，面积800㎡，价格
面议。

电话：18090900888

餐吧转让

万源市太平镇东关路66
号土地面积 15亩，容积率
4.6，综合用地，寻求合作伙
伴。 电话：18081530289

寻求项目合作

达州区一家1000㎡健身
房现因扩大规模，寻求合作
伙伴，有资金、有经验者优
先。 电话：17738603861

寻求合作伙伴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1-6号每个门
市面积约60㎡），价格面议。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售

通川区朝阳办事处金南
社区二组西汇名都2栋1单元
14层6号房屋出售，面积52.99
㎡。电话：13541804900

15908486789

房屋出售

北外江湾城附近一厂房
出租，面积 1500㎡，无转让
费，租金面议。

电话：13700928218

厂房出租 寻合作伙伴
南外实验小学附近一教

育培训机构寻合作伙伴，600
平方米，房租低，租期长，证件
齐全。

联系电话：13795693286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出售

达州市档案馆将搬迁至西外镇皂桷垭社区新宁路(市审
计局旁)新址办公，为了搬迁期间馆藏档案的安全，我们采取
闭馆搬迁，闭馆期间暂时停止档案查阅利用工作，由此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闭馆时间：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1月30日
联系电话：0818-2377215
特此公告

达州市档案馆
2017年12月15日

闭馆公告

抓获毒贩张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