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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文物犯罪“行业结构图”

� � � �陈士渠说， 近年来文物价格节
节攀升，犯罪分子受暴利驱使，文物
犯罪案件呈增长趋势。为此，公安机
关会同文物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
度。今年以来，公安部开展为期3个
月的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 并对
20名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发出A级通
缉令，截至目前已有16人到案。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破获的
系列盗掘古墓葬案件， 暴露出一
些亟须弥补的文物保护薄弱环节。

“田野文物保护并不容易。

以皇陵为例， 有的面积在几十平
方公里， 开车巡视一圈就要数小
时。 盗墓者往往打时间差实施犯
罪， 甚至破坏监控设备。” 淳化县
公安局民警高晔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
卫红说， 在文物大省陕西， 由于
文物遗存丰富， 盗掘活动发生频
率较高。 尽管基层文管所、 文物
稽查队更新技术手段并加大日常
巡查力度， 但实现无死角的覆盖
难度很大。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可加大
人防、技防投入，如引入无人机巡
查等科技手段，并层层落实监管职
责。“同时，应当加大打击下游非法
文物买卖的力度，从交易端切断文
物犯罪的需求源头。”贠彦武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岳洪彬说， 应当加大文物
行政部门的执法力度， 赋予其充
分的强制力， 以便更为妥善地保
护各级文化遗产。

（新华社西安1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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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盗卖背后几多“黑手”
———陕西淳化“7·20”系列盗掘西汉古墓葬案件犯罪链条追踪

1100余件文物，91人落网

� � � � 96起文物案件， 1100余件文物被追回， 追缴的西汉鎏金编钟、 琉璃
发簪世所罕见……17日， 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陕西淳化“7·20” 系列盗
掘西汉古墓葬案宣布告破， 其案情之大、 犯罪行为之猖獗令人咋舌。 公安
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近年来全国破获的重大文物犯罪系列案件
之一。

犯罪分子是如何作案的？ 文物盗掘和贩卖有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随着
案情的进一步披露， 一个盗、 贩文物的黑色产业链， 逐渐浮出水面。

破获 “黑链” 新华社发

� � � �钩弋夫人墓盗洞“拔出萝卜
带出泥”

8个盗墓团伙被一举打掉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境内的汉

云陵是汉昭帝刘弗陵之母“钩弋夫人”
的墓地。 在史书与民间传说中， 这位汉
武帝宠妃短短的一生悲情而又传奇。

2016年7月， 墓主人的长眠被一批盗
墓者所惊扰。 淳化县公安局局长贠彦武
介绍， 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称， 有人在
汉云陵实施盗掘。 警方立即展开走访调
查发现， 此处盗洞较浅， 尚无文物被盗
出。 但由于此墓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警方持续蹲守多日后， 发现一可疑
车辆昼伏夜出频繁出现。 警方遂顺线追
踪， 确定了第一个犯罪团伙。

鉴于案情重大， 淳化县公安局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 公安部也将此案列为
挂牌督办案件。 专案组从第一个抓获的
犯罪团伙入手， 经过一年多的侦查， 最
终打掉了相互交织且组织严密的8个盗掘
古墓葬犯罪团伙。 包括从事文物倒卖多
年的张某平、 王某县等在内， 共计91名
犯罪嫌疑人落网。

制作考究的汉代鎏金连枝铜灯、 工
艺精美的螭龙纹铜饰件、 栩栩如生的黑
陶俑……在案件告破的同时， 包括222件
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在内的1100余件涉案
文物也被陆续追回。

淳化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改过介绍，
此系列案件中， 警方共侦破盗窃、 盗掘、
倒卖等文物案件96起， 涉及西安白鹿原
薄太后墓、 杜陵邑遗址， 甘肃武山、 镇
原， 山西曲沃等地的古墓葬被盗掘案。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表示，这
一系列案件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多、破案数
量多、追缴文物多，是近年来公安机关破
获的重大文物犯罪系列案件之一。

� � � � 记者调查发现， 在这一系列
案件中， 有专业化、 组织化的盗
墓团伙， 也有具备较高专业知识
的文物掮客， 还有高价收购文物
的所谓“收藏家” 涉案。 他们之
间彼此勾连， 形成相对独立又互
有交织、 错综复杂的犯罪网络，
进而产生完整的文物盗、 贩黑色
产业链。

在这个利益链条中， 一件文
物从最初的盗掘者手中经四五个
层级转手， 最终价格可翻至百倍，
每一环节都有利可图。 本案犯罪
嫌疑人之一张某战就供述， 他从
两笔总成交价900万元的文物非
法买卖中获利150万元。

杨改过介绍， 古墓盗掘犯罪
往往是家族式、 团伙式、 职业式
作案。 由于利润极大， 本案中就
有犯罪嫌疑人曾因盗墓被判刑10
年， 出狱后又重操旧业。

盗墓者的专业性也越来越强。
据介绍， 有的犯罪嫌疑人专门研
究全国重要古墓葬分布， 密切关
注考古界动态， 具备了较高的专
业知识， 时常是“考古队前脚勘
探结束， 盗墓者后脚就赶到”。

同时， 他们的反侦查意识极

强， 上下层之间大多单线联系，
互不知晓姓名， 彼此以绰号相称，
时常变换手机号码。 “犯罪嫌疑
人在一个地方作案时， 看到外地
的车牌号都会很警觉。” 办案民警
说， 为避免产生犯罪痕迹， 文物
非法买卖都使用现金交易。 此外，
现代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 让交
易的环节大大简化， 文物流转速
度明显加快。

专业而严密的盗墓行为， 巨
大的利益诱惑， 催生出文物犯罪
的“行业结构图”： 位于最底层的
被称为“苦力”， 是亲身下到墓中
盗掘的直接实施者， 获利也最低；
其上是“腿子”， 属文物盗掘的
“项目经理”， 由其组织人员实施
盗墓； 再往上则是更高级别的盗
墓组织者或文物商贩“支锅”， 这
些盗出的文物最后流向高价收购
文物者“掌眼” 手中。

在这起系列案件中，还有颇有
社会地位的人员涉案。 办案民警
说，此案中发现名下有多个公司的
西部某省一位政协委员数度从文
物贩子手中高价购得编钟、 陶俑
等，此人最终因涉嫌非法收购及私
藏大批珍贵文物被警方抓获。

暴利驱使文物犯罪案件多发
专家建议多管齐下弥补文物保护漏洞

分工明确、绰号联络、形成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