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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资资金断裂 租来豪车抵债
案由：诈骗
受理地点：天宁检察院

22 借钱炒股失败 租了房子去卖
案由：诈骗
受理地点：新北检察院

55 宠物店卖变色龙
店主人被抓起来

案由：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受理地点：武进检察院

44 骗人参与传销
涉嫌非法拘禁

案由：非法拘禁
受理地点：溧阳检察院

本版稿件由谢瑶菲采写 特别感谢通讯员：陈文超 孙晓娟 刘璐璐 蒋丽娇 王华崇

近年来，我市各种汽车
租赁公司越来越多，生意还
都不错。不过，姚某接连租
了两辆高档车之后，却让租
车公司感到很头痛。原因
是，他租了车非但没还，人也
玩起了失踪。

今年 10 月 18 日凌晨，新
北警方接到 110 指令，说网
络追逃人员姚某在新北区某
浴场出现了。根据警方信息
显示，这个姚某两年前曾在
天宁某租车公司，租了两辆
高档汽车，随后不仅没有按
时还车，还玩起了人间蒸发，
涉嫌诈骗。

姚某被民警抓获后，说
自己租车未还不假，可在他
看来这压根算不上什么大
事。“我觉得就是纠纷”。

难 道 真 的 只 是 一 场 误
会？翻开姚某的档案，民警
吓了一跳。这些年他涉及的
经济案件非常多，粗略计算
光欠款就有一两百万。

经查，姚某家住天宁郑
陆，三年前为了增加家庭收
入，他开始涉足商界，从事民
间汇票生意。这种承兑汇票
生意虽然收益巨大，但是风
险极高。很快，姚某就陷入
了三角债的泥潭。

由于资金链断裂，从2013
年9月开始就陆续有人向他追
债。债台高筑之际，姚某想到
了一个主意：租车抵押。

姚某先租了一辆价值16
万的丰田越野车，第二天就
直接抵押给了别人，换到了
10 万元现金。紧接着，他又

到该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价值
30万的宝马车。

姚某说，原本宝马车是租
来给自己撑场面的，可由于实
在被逼得没办法了，他只能又
将这辆车给抵押出去。可区
区十多万的抵押款，根本缓解
不了他的经济压力，随后姚某
索性就躲了起来。

为了躲债他换掉了手机
号码，由于联系不上他，租车
公司只能报警。不过此时姚
某已经偷偷跑到了山东，直到
2014 年年底才悄悄溜回常
州。这两年，姚某整天东躲西
藏，过着见不得人的日子。

被警方抓获时，姚某依
然还欠着几百万的外债。日
前，姚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天
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儿子马上要结婚，一老汉
心急为儿子买婚房，在某房屋
中介网上看到一处房子位置
不错，价格特别便宜，心动后
马上就付了全款。但房子迟
迟不能过户，才发现被骗，房
东和房产证原来都是假冒
的。日前，犯罪嫌疑人蒋某和
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常州市
新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数月前，六旬老汉陈某
在常州市新北区找房子，急
着团团转。儿子马上要结
婚，儿子儿媳又都在新北区
工作，陈某好面子，婚房可是
儿子的人生头等大事，马虎
不得。前前后后挑了两三个
月，总觉得不满意。不是地
段不好，就是价格太高。

直到最近，陈某在某房
产中介的网上看 到 了 一 套
房，地段好、户型好，关键价
格特别特别便宜，120多个平

方，只要 30 多万，比周边类
似的房子便宜了将近一半。
陈某顿时心花怒放。“当时觉
得，实在太超值了，我就立即
联系中介和房主，三天之内
就把房子买下来了”。可是，
当他办理过户手续时才发
现，房东和房产证通通都是
假的。

原来，这套房子是半个多
月前蒋某和王某从别的中介手
里租来的。蒋某和王某本身也
是房产中介，是业内人士，对租
房、买房的一套门清儿。

当时，王某因借钱炒股
失败，欠了蒋某 20 多万一直
不还。为了还钱，蒋某给王
某出了个点子，先去租一套
房，然后以拆迁安置房的名
义将房子转手，二人达成共
识后，蒋某开车陪同王某到
新北区某镇的核心位置租了
一套房，然后又找假证贩子

做了一套假材料，随后将房
子信息亲手挂到了网上，尽
量在细节上做到无懈可击。

由于房子特别便宜，很
快就引来了不少买家。“其中
最心急的就属陈某了，当时
他看房当天就给了定金，隔
天就一次性把余款给我们。
心急的人最容易上钩了”，蒋
某谈道。但是机关算尽，二
人的诈骗行为终难逃法律的
严惩，苦了陈老汉，心急占便
宜，钱房两空。

新北区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提醒，在处理重大财务问
题的时候，宁可错过，不能上
当。特别是买房买车这些大
事儿，一定要做好调查核实
工作，可以通过附近的邻居
或是到房产中心去调取相关
户主的信息。千万不能着急
和贪小便宜。着急容易出
乱，贪小便宜容易上当。

33 网购零件装气枪 构成犯罪被公诉
案由：非法制造、买卖枪支
受理地点：经开区检察院

今年5月，潞城派出所接
到家住万都义乌小商品市场
的张先生报警，称自家养的
鸽子被他人用枪打死，民警
现场对一名持枪周姓男子进
行询问，并确定该男子有制
造、贩卖枪支嫌疑。

原来，在本市某机械厂
工作的周某，自小对枪支感
兴趣，偶然发现网上有卖快
排阀、不锈钢管、瞄准器、八
字夹等气枪零部件的，便从
网上购买后网上自学组装过

程，先后共组装 3 支气枪，其
中 2 支以 500 元价格卖给朋
友，自留一支平时打鸟玩。

5 月的一天，周某开车路
过万都义乌小商品市场时，
看到树上有一只鸽子便停车
射击，鸽子受伤后飞落在一
家人家的屋顶上。周某自称
捡屋顶上的东西向住在周边
的张先生借梯子，但让他没
想到的是，他打落的正是张
先生家比赛用的信鸽。对方
向其索赔 500 元未果后，随

即报警。
经鉴定，周某制造的3支

快排气枪均属于刑法意义上
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
枪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相关规定，制造、买
卖 2 支以上即构罪，近日，周
某以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
支罪被常州经开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11 月 6 日下午两点半左
右，溧阳市某小学后门的五
楼上传来呼救声，听到救命
声的群众立马向公安机关报
了警。

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在该小学附近的小区单元五
楼上发现传销窝点，抓获非法
拘禁吴某的涉案六人。

吴某是江苏赣榆人，才
25 岁，是挖机驾驶员。10 月
份时，他想找一份开挖机的
工作，于是就将自己的手机
号码留在了一个挖机微信群
内。之后没几天，吴某便接
到一个从常州溧阳打来的电
话，机主姓王，待遇是 6500
元一个月，还包吃包住。吴
某心想这工作待遇不错便来
了溧阳准备上岗。于是，10
月底的某日中午，吴某来到
溧阳与王某见面谈工作事
宜，王某是和另外一个小伙
一同在溧阳某商场与吴某会
面，闲聊后，王某以带吴某看
工地宿舍为由，将吴某带到
他们的传销窝点，即某小区
单元五楼的房间内。

进了房间后，吴某就被

房内的八九人围住了无法脱
身。其中一人还上前搜了吴
某的身，将其行李箱、包、还
有手机、身份证、银行卡、钱
包都拿走了。吴某这才意识
到自己进了传销组织。

经调查，王某湖南人，是
该传销窝点的业务主任，是
主要负责人。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6 日
的六天时间内，王某安排其
他几人采用没收手机、陪同
睡觉、陪同如厕、恐吓威胁等
方法对吴某进行看管，并要
求吴某购买传销产品、加入
传销组织。还给吴某上卖直
销产品之类的课程，陪他睡
觉，连晚上守夜看守都设专
人负责。

发案当天下午，吴某趁
上厕所之际，跑到房间的阳
台处向外呼喊救命，被传销
组织人员发现上前拖拽并拳
打脚踢，好在有听到吴某呼
救的群众及时报了警，吴某
才得以解救。

日前，王某等六人因涉
嫌非法拘禁已被溧阳检察院
批准逮捕。

高冠变色龙，因头上高
耸的肉冠而得名，是避役科
变色龙属属下的一种爬行动
物，变色龙属属下所有种均
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属于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今年 9 月，新北区公安
分局根据网上线索，至张某
经营的宠物店内，当场查获
高冠变色龙三只，并对张某
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立案侦查。

据了解，2014 年，张某

在市区某商业街开了家宠物
店，为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张某经常会从上海西宫宠物
市场购进一些异类宠物放于
店内饲养并出售。

2014 年年底，出于个人
喜好和博取客户眼球的目
的,张某第一次购进了高冠
变色龙。由于高冠变色龙体
形小,样子稀奇,深受客户喜
爱,询价欲购者较多。张某
便以配套出售相关饲养辅材
的形式开始在其店内售卖高
冠变色龙。截至被查，张某
已向顾客售卖出 3 条高冠变
色龙。

据张某交代，自己在购
买高冠变色龙时询问过卖
家，之后也在网络上查询过，
知道它是国际保护野生动
物。但认为自己饲养和售卖
的不是野生的，在国内可能
不属于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也就心存侥幸了。2016
年 12 月 8 日，张某涉嫌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