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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王东东经营着一家
小公司，家庭幸福，事业有成。2017
年7月的一天，王东东的微信突然有个
好友添加请求，喜交八方好友的王东
东同意了请求。没想到，这个“好友”竟
让他付出了20余万元的“代价”。

这个“好友”微信名叫梁美茹，
自称是35岁的离异女子，和女儿一
起生活，在淮安做服装生意。之后，
两人在微信上热聊，互相交流做生
意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都有相识
恨晚的感觉。2017 年 8 月底，王东
东提到公司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梁
美茹立即表示如有需要，她可以借
50 万元给王东东应急。虽然王东
东最终没有用梁美茹的钱，但对梁
美茹的仗义十分感动，也为今后的

“慷慨解囊”埋下了伏笔。
没过几天，王东东发现梁美茹

发了一条“奶奶住院，自己手头一时
拿不出医疗费”的朋友圈，王东东赶
紧通过微信转账 2 万元，梁美茹稍
作推辞便收下了。之后，梁美茹频
繁利用王东东对自己的追求，以各
种理由暗示缺钱，王东东为献殷勤，
频频转账，到 2018 年 10 月，共向她
微信转账20余万元。直到此时，王
东东也未曾与梁美茹见过面。

2018 年 10 月底，王东东发现

微信已联系不上梁美茹后，才意识到
被骗，向公安机关报警。

原来，所谓的梁美茹是个20多岁
的年轻男子孟小亮。他在骗取王东东
的信任，使其转账2万余元后，因王东
东多次要求通话，孟小亮害怕事情败
露，遂找到姐姐孟小丽，由孟小丽冒充
梁美茹，通过冷处理，希望王东东主动
放弃对梁美茹的追求。可没想到，孟
小丽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贪念，利用王
东东的好感，多次以服装生意需要周
转资金、孩子上学需要择校费等名义，
陆续索要 20 余万元。直到王东东一
定要和梁美茹见面，孟小丽直接拉黑
了王东东，由此案发。

我在看守所见到了孟小丽，她是
一个2岁女孩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
在交谈过程中，她泣不成声，对自己犯
下的罪行懊悔不已，称一开始只是为
了替弟弟摆脱王东东，后来却因家里
经济紧张，一时糊涂走上了犯罪道路。

为了帮被害人挽回损失，我多次
联系孟小丽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积
极退赃。经过协商，双方就退赃达成
了一致意见，王东东也出具了书面谅
解协议书。另外，由于孟小亮当时尚
未归案，我又多次联系孟小亮的父亲，
希望孟小亮迷途知返。经过规劝，今
年3月，孟小亮向公安机关自首。

近日，经我院提起公诉，孟小亮被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 15000 元；孟小丽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讲述人：贺运明 整理：张敏 童华岗

诈骗痴情男，
姐弟双双被判刑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高管，喝酒
应酬、喝酒解压是常态，量过了、断片
了，就容易失控。”这是我市一家房地
产企业的市场营销总监孙某面对办
案检察官时吐露的心声。去年 12
月，孙某酒后失控，随意砸损了停放
在路边的两辆小型轿车，酒醒后投案
自首。

记者近日从钟楼检察院了解到，
酒后生事的高管，孙某不是第一个。
近 3 年，该院办理的民营企业家和高
管在醉酒后引发危险驾驶、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等的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态
势。企业家、高管的贪杯误事，不仅仅
耽误自身前途，更影响企业发展，亟待
多方施策加强综合治理。

孙某案中，车辆受损价值 10564
元。今年 3 月，孙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罪被移送钟楼检察院审查起诉。他所在
企业去年投资建设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
目，即将进入招商销售的关键阶段，孙某
的涉案让企业内部人心惶惶，士气大
减。面对讯问，孙某追悔莫及地说：“对
不起家人，更对不住公司！公司新项目
的销售，怕是要黄了。”

初步了解情况后，钟楼检察院迅速
启动涉企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员额检察
官立即赶赴企业和项目工地开展调查，
证实孙某所言非虚。企业负责人同样忧
心忡忡，他透露：“孙某执掌着项目的前
期销售策略和产品定位，还拥有大量的
客户资源。一旦获罪，企业将按规定作
劝退处理，损失不可估量。”

诉还是不诉？检察官列出了 3 个关
键因素。孙某酒后失控导致偶发事件，
犯罪情节轻微，是其一；孙某第一时间投

案自首，认罪认罚，并已赔偿被害人全部
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是其二；正值企
业复工复产的重要关口，一纸文书很可
能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是其三。4 月
17 日上午，钟楼检察院召开不起诉公开
听证会，5 位听证员经过评议，一致同意
对孙某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017 年至 2019 年，该院办理的民
营企业家和管理人员醉酒后引发的危险
驾驶、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故意毁财等
犯罪案件，年均上升 43.2%。承办检察
官告诉记者，此类群体因饮酒过度而触
犯刑事法律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社交应酬过多。如孙某系销售
负责人，所创造业绩的好坏对公司全年
营收有较大影响，出于追求业绩的考量，
孙某经常陪客户应酬，最终在一次应酬
中过量饮酒后失控滋事。二是竞争激

烈，工作压力较大。我市一位女企业家
在和好友夜宵时，借酒浇愁，心情不佳的
她还拒绝了好友喊代驾的建议，深夜开
车将交通护栏撞飞并致他人车损，最终
被交警当场查获，经检测属醉酒驾驶。
三是明知故犯，法治意识较弱。据统计，
在近 3 年的危险驾驶案件中，大部分涉
案民营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明知酒后驾驶
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法治意识淡薄，心
存侥幸，最终触犯刑法。

为更好地保护和服务民营经济，钟
楼检察院检察长王强亲自向区工商联送
达检察提醒函，提醒该会引导民营企业
优化企业文化，完善机制建设，提升法治
教育实效。区工商联第一时间将提醒函
在企业家微信群内转发，受到了广泛重
视与好评。

童华岗 厉俊 黄敏

擅饮酒≠能力强，相反——

贪杯误事，侵蚀民企发展潜力

告别梅雨季，我市迎来炎炎酷
暑。受降雨影响而搁置在船厂的新建
游船，也迎来了下水检验的高峰。8
月3日中午，应企业检验申请，市交通
执法支队船检船务大队的队员们第一
时间赶赴北塘河，对新建客船“兴东丝
路号”进行下水检验。

“兴东丝路号”是一艘全封闭高速
客船，是我市一家企业为河南郑州客
户打造的，此船长 18.88 米、宽 4.35
米，可载客60人。

上午11点左右，户外温度已高达
36℃。从闷热的驾驶舱到玻璃顶棚的

客舱，从狭小的艏尖舱到设备拥挤的机
舱，执法队员们细致地按照设计图纸和法
规规范执行检验。机舱是保障船舶安全
航行的核心部位，执法队员顶着烈日、迎
着机器运转产生的热浪，检查各项设备，
不放过一丝安全隐患。“这里一根电缆脱
落，缠绕在了油箱出油口，如有火花，将产
生重大安全事故！”执法队员严肃地指出
了问题，责令相关人员现场整改。

检验结束时，执法队员早已汗流浃
背，此时舱内的温度传感器显示温度已
超40℃。

林凌 张毅 童华岗 杨鑫图文报道

一丝不苟把好船舶下水关

走近高温下的“验船师”

本报讯 8月5日，随着朝阳二
村 33 幢路面修复完成，历时 3 个月
的朝阳二村、三村地下燃气管道改
造工程完美收工。由于首次采用小
型穿越机器施工技术，整个改造过
程整洁清爽，受到居民的普遍赞扬。

朝阳、丽华新村燃气管道始建
于 1990 年代，因时代久远，管道施
工资料不全，口径走向不清，很多镀
锌管已开始腐烂。常州港华为此斥
资 1000 余万元，计划到 2021 年底
完成朝阳、丽华、富强新村约 20 公
里地下燃气管道的改造工程，确保
13000多户居民用气安全。同时考
虑到未来燃气使用的发展要求，对
7个燃气调压器进行扩容更换。

调研发现，这些小区大部分的
水泥路面因长年累月风吹日晒、重
车碾压，已破损严重，如果开挖，周
边路面都会被带松。况且老小区内
部道路本就不宽，近半幅路面还被
划为停车位，就算不施工，基本也只
能容一辆车进出，加上错综复杂的
地下管线排布，开挖施工在拥挤夹

缝之间难免缚手缚脚。
为解决这一难题，常州港华多次

与茶山街道、朝阳社区、丽华物业及相
关部门对接，决定采用小型穿越机器
施工技术，做到当天切割，当天完成破
碎、开挖、排管、回填、铺石子等工序，
尽可能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新的施工方法相当于给路面做
“微创手术”，机坑占地不过2米，在摸
清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后，小型穿越机
器进场施工，全程未发生一起管道误
损事件。为确保后期居民出行，公司
还对老旧易损的小区道路额外投入，
增加路面修复覆土深度并分两层夯
实，对于开挖时带松的路面增加修复
宽度，保证修复沿线整齐划一。

改造期间正逢汛期多雨，本以为
小区路面会弄得乱七八糟，没想到，不
但出行没受多大影响，小区道路还变
宽变整洁了。朝阳二村居民张大妈高
兴地说，这次燃气管道改造后，使用天
然气更安全了，工程队还修好了新村
入口处的路面，即便下大雨都不怕门
口积水了。 （汤嘉琦 芮伟芬）

“微创手术”“医”好老小区燃气管道

去年 8 月 20 日，本报以《6 年
来，他们和残疾果农组成“铁三角”》
为题，报道了经开区水果销售“铁三
角”的故事。三人分别是七旬残疾
果农朱本兴、自行车专卖店老板王
洪国、丁堰街道退休老人刘幼春。
最近，这个“铁三角”开始了第 7 年
的普遍人互助行动。

近日，记者在朱本兴的果园看
到：一串串黑里透红的葡萄、一个个
鲜甜香脆的梨子缀满枝头，在阳光
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晶莹剔透，散发
着诱人的果香。可朱本兴黝黑的脸
庞上却是喜忧参半：“葡萄、梨子长
势好，打心眼里高兴。可今年雨水
多、太阳少，水果难销。还好有销售
搭档王洪国在。”

勤奋踏实的王洪国打拼多年
后，创办了横山桥洪牛大件搬运公
司，他说：“接触的好多人都是企业
负责人，朋友圈目前有2000多人。”
每到夏天，他都会在朋友圈里“吆喝
叫卖”，每年能帮朱本兴卖掉两三千
斤葡萄。

在王兴国等人的帮助下，爱心接
力今年仍在继续：一些爱心人士不顾
天气炎热，主动到老朱的果园里帮忙
采摘水果。如果您也想帮助朱本兴，
可 以 拨 打 王 洪 国 的 电 话 ：
13685251128。

小波 范玉贤图文报道

一场已持续7年的普通人互助行动

本报讯 近日，一女子中暑晕
倒在路边，幸遇入户走访途经该地
的民警，将其紧急送医。

3 日下午 4 点 30 分，朝阳桥派
出所社区民警芮和彬趁市民下班回
家的时机，前去入户走访。当他走
到劳动路一银行附近时，被路边一
名群众拦住并拉到一处树荫下，只
见一位女士面色苍白地躺在人行
道 边 ，一 动 不 动 ，周 围 还 有 呕 吐
物。芮和彬试着喊了她几声，没有
反应。“该不会是中暑了吧！”每年
高温季节，所里总会遇到中暑求助

的警情，觉得症状相似的他当机立
断，迅速疏散围观群众，保持通风，同
时拨打 120 和所里的电话。朝阳桥
派出所立即派人携带解暑的药品赶
往现场。

与此同时，芮和彬请热心群众去
银行要来一瓶水，一边给晕倒的女士
小口小口地喂水，一边帮其扇风。女
士慢慢恢复了意识，提供了丈夫的信
息，芮和彬迅速联系上其家人并告知
相关情况。5 分钟后，增援同事和救
护车同时赶到现场，大家一起将病人
抬上了急救车。 （莫国强 何嫄）

女子中暑晕倒 民警路过急救

在钟楼公安分局邹区派出所，有
一个 6 人军转党小组，平均年龄 45 岁
的他们，党龄相加 136 年，警龄之和
79 年，获得荣誉证书共 82 本，4 人次
获评全市“优秀社区民警”，3 人次提
名全市“优秀社区民警”，6 人社区考
核均位列全市前 50，被同事尊称为

“卫士先锋党小组”。
这个“飒爽天团”由民警贺正坤、

邹文彬、朱志平、余浩、叶建南、余锡林
组成。“从军从警，都是为了守护人民
平安。”他们说。

今年 5 月，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聚集性病例引发群众新一
轮的担忧。位于邹区派出所辖区的
江苏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江
苏规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辐
射长三角地区 50 多个县市，常驻经
营户 1600 多户。“守护百姓的菜篮
子，我义不容辞。”贺正坤是驻凌家塘

市场警务室的老民警。针对农产品
批发市场存在的潜在隐患和群众担
忧，他牵头组建微信群，将疫情防控
要求传达到每个交易区工作人员，并
会同警务室警力迅速召开水产、生鲜
等重点区域经营户会议，落实对“物”

“人”“车”的排摸工作，重点排查从中
高风险地区流入市场的农副产品及
有中高风险旅居史、接触史的相关人
员，对市场方 100 余名交易区工作人
员进行防疫培训。

6 月 12 日，疫情防控指挥部传来
好消息：凌家塘市场健康排查 1.1 万
人，核酸检测213人，全部阴性。

7 月 17 日，太湖水位连续超警戒
水位 20 天，外围 40 多个水利枢纽全
力开闸排水，防汛形势极其严峻。持
续的暴雨让邹区镇辖区内的城中村部
分街道巷弄出现排水困难，当天，卫士
先锋党小组迅速前往各社区挨家挨户

开展排查。
为了确保群众生命财产万无一

失，邹文彬一户户排查、一户户确认，
脚被泡肿了，嗓子喊哑了。这时，他听
到敲击玻璃的声音，循声找去，原来是
前王村委前梅村 55 号居民家中 2 位
老人被困，因联系不上子女，腿脚不便
正犯愁。邹文彬和消防官兵一起将瘫
痪在床的老人背上救生船，送往医院
救治。此次抢险救灾，党小组成员共
协助当地政府转移群众30余人，防汛
救助 6 次，救助人员 50 余人，抗洪期
间全区无人员伤亡。

救助百姓、调解矛盾⋯⋯忙碌之
余，最近，卫士先锋党小组又有了新任
务——守护城市“夜经济”。围绕“夜
经济”活动圈，他们开展巡逻，就近化
解消费纠纷，同时大力推广反诈宣传、
禁毒宣传，打造警务宣传新阵地。

芮伟芬 顾涛

军转6人组，赢得82本荣誉证书

本报讯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明知对方喝了酒，还把自己的摩托
车给他开，结果自己成为危险驾驶罪
的共犯被追刑责。

2019 年 10 月 24 日晚，张某和朋
友林某相约到饭店吃饭，酒过三巡，两
人准备回家。张某称，自己骑摩托车
来的，等家人来帮他开摩托车，让林某
先走。林某则主动提出，自己还未有
醉意，由他来驾驶摩托车送张某回
去。张某几次谢绝，最终难敌林某的
热情，抱着侥幸心理坐上了摩托车后
座。结果，两人在回程途中被执勤民

警当场查获。民警发现林某系无证
驾驶摩托车，后对林某提取血样检
验，发现其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138.7
毫克/100毫升。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醉酒后在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行驶，张某明知
他人饮酒后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
交由其驾驶，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之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两人均
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两人共同故意
犯罪，系共同犯罪。张某被法院判
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2000 元；林某被法院判处
拘役二个月十五天，并处罚金人民
币 2500 元。

张某被要求到溧阳市司法局社区
矫正中心进行社区矫正。入矫报到
时，张某悔不当初，表示一定会在缓刑
考验期好好表现，今后也会劝导身边
的亲朋好友喝酒不开车。

溧阳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提
醒，根据《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理论，
教唆他人犯罪或者明知他人犯罪仍
提供犯罪工具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在危险驾驶罪中，向醉酒的人出借车
辆，教唆、胁迫饮酒的人驾车，或者明
知驾驶员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
或胁迫、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
其找代驾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危险
驾驶共同犯罪。

（赵海琳 庄奕）

明知他人饮酒还让其开车
构成危险驾驶共犯被追责

本报讯 轻信网上认识的投资大
师会让自己一夜暴富，我市两位市民
下载 APP，投入巨资后发现自己被
骗，共损失320余万元。

8 月 4 日，市民李某、陈某向市反
诈骗中心报警，称上了大当了。据李
某称，上半年，他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对方称可以免费向其分享股票知识。
李某见股市行情好，遂添加了对方微
信并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通过对方
在微信群中分享的链接，在直播网站
上听课。一段时间后，“老师”在群中
介绍他到“HKMA”平台投资赚钱，李
某便又扫描了对方给的二维码注册账
户，并按照平台客服给的账号充值转
账。期间，李某盈利了一小笔钱并成功
提现，至此对平台深信不疑。7月底，他
听信“老师”的意见投入110余万元，后
发现不能提现，平台也打不开并被踢出
群聊，前后共损失120余万元。

陈某的遭遇和李某相似。被陌生
人拉进炒股群后，7 月 26 日，陈某根
据对方指点，下载了一款名为“全球溯
源链”的 APP。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
陈某陆续向对方提供的多张银行卡转
账共 200 余万元，直到 8 月 4 日，发现
平台无法打开，才发现被骗。

警方介绍，近期股市上涨，犯罪嫌
疑人抓住热点，通过电话、微信、QQ
等各种方式寻找受害人，以“先授课，
后推荐高回报股票”诱人入坑，在获取
受害人的基本信任后，引导他们通过
链接或二维码下载虚假的 APP 或进
入虚假的投资网站进行投资。

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市民，千万不
要相信陌生人的广告，所谓的投资群、
理财群、荐股群，鼓吹“稳赚不赔”的都
是诈骗。 （顾燕 芮伟芬）

加入微信炒股群
两市民被骗320余万元

本报讯 陌生美女 QQ 上数次
邀请视频裸聊后，我市一独居男子
遭遇敲诈，无奈被迫转账 17 次共 1.3
万余元。5 日，天宁公安分局发布一
起 视 频 裸 聊 遭 遇 网 络“ 仙 人 跳 ”案
件，警示市民，裸聊敲诈是今年高发
犯罪类型。

近日，市民许先生报警，称自己被
女网友敲诈。许先生称，前几天晚上
10 点多钟，独自在家的他觉得无聊，
就在 QQ 上搜索可能认识的人，并添
加了 QQ 名为 Lily 的女网友为好友。
两人聊了几句后，许先生问对方是否
可以视频。Lily 称自己是主播，邀请
许先生观看她的直播，并给许先生发
了一个直播软件、邀请码及她的房间
号。许先生立马安装，但输完手机号
和邀请码后，却一直无法登录。许先
生有些着急，询问对方，Lily称软件在
维护，可以直接在 QQ 上视频裸聊。
当晚，两人通过 QQ 视频裸聊了 3 分
多钟，之后两人又裸聊了几次。令许
先生不解的是，每次和 Lily 视频，她
从不说话，称是自己父母在家不方便。

5 天前，许先生再次向对方发出
了视频邀请，却一直没有接通。对方
很快发消息给他，称两人的裸聊视频
被她家里人知道了，她父母要把裸聊
视频群发给许先生的亲朋好友。起
初，许先生不相信对方有自己的通讯
录信息，但他很快便收到对方发来的
自己完整的通讯录名单。许先生一下
子就慌了，很害怕被家人、朋友和同事
知道此事。此时，Lily发消息称，想要
解决此事就向她提供的银行卡转账
2000 元，许先生立马转了钱。哪知，
对方继续以群发裸聊视频威胁许先生
转账，就这样，许先生先后转账 17 次
共1.3万余元后，才醒悟被骗而报警。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莫国强 何嫄）

陌生美女邀裸聊
男子被骗转账1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