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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声称袭击福彩店
本报讯 一中年男子因沉迷赌博，先后在彩票店和地下

赌档中输钱，欠下巨款。不敢找开赌档的人要回钱，男子想
到敲诈彩票店，恐吓称将使用汽油袭击。日前，该男子被我
市警方刑拘。

6月20日中午12点半，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
南京110转来的报警电话，一名男子致电省福利彩票中心
称，半小时内要拿汽油袭击福彩中心在线销售点。

就在男子拨打恐吓电话的同时，他还给我市福彩中心
工作人员发送了短信，说目标就是城市花园福彩店。由于城
市花园福彩店位于市中心，楼上是居民区，附近还有幼儿
园、医院及众多商业网点，属人流密集区域，万一发生爆炸
或纵火案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局前街派出所立即组织10名警力迅速赶往城市花园
福彩店。随后，民警将彩民请出彩票店，并在店里安排了三
名民警值守。但男子很快改口，又发短信称“可能会随时随
地地进入任意一家店内”。警方在各彩票店布控的同时，也
开始紧锣密鼓地侦查。

很快，警方注意到，19日晚 10点，局前街派出所曾
接到城市花园福彩中心报警，称一名彩民赖在店里不肯
走。民警赶到现场后，男子称他在彩票机器上买了 7000
元点卡投注，但未中奖，怀疑彩票机有问题。民警一再劝
说，但男子称他输了 40多万元，想要彩票店赔钱。直至
20日凌晨 2点，在民警和群众合力劝说之下，男子才离
去。没想到，次日男子就打电话、发短信，敲诈福彩中心
20万元。

警方分析，该男子有很大嫌疑，于是四处寻找。根据彩
票店提供的监控截图，6月21日下午，警方在全市范围内
展开抓捕。因有群众反映，该男子在天宁寺一带做“算命先
生”，警方遂将此作为重点搜索区域。

21日下午 5点，局前街派出所民警乔装打扮，在天
宁寺东边绿化带里发现了该男子，并将其控制。当时，民
警并未在男子身上搜出爆炸物。随后，民警将其带回派
出所。

据男子交代，他姓徐，今年40岁，安徽人，平时给人算
命看风水，曾因赌博被警方处罚。去年9月份，徐某迷上了
一款彩票游戏，手气好时曾多次赢得数万元大奖。但好景不
长，最终他输了40多万元。为到地下赌档里赌博，他还将
房子卖掉，并借了高利贷，但却输了几十万元。徐某不敢找
开赌档的人要回这些钱，于是就想到敲诈福彩中心，便自导
自演了“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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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名校硕士回国持刀抢劫
在国内外都找不到合适工作，为买馒头、充话费沦为劫匪

本报讯 今年4月，天宁区红梅新
村小区连续发生3起持刀拦路抢劫案，
经警方摸排，于 5月 9日将嫌疑人抓
获。令人唏嘘的是，嫌疑人竟是一名曾
赴德国名校攻读硕士的高材生，因在国
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瞒着家人偷偷
回国，多次找工作、开公司均失败，最
后为了买馒头、充手机话费走上了犯罪
道路。

3次持刀抢劫

据3起劫案的受害人描述，抢劫的
嫌疑人为男性，短发，体胖，穿风衣还戴
着帽子，很难看清容貌。3次抢劫，嫌疑
人均选择偏僻人少的地方，从小路冲出，
一面与受害人攀谈，一面掏出15厘米
长的水果刀，威胁受害人交出身上钱财。
据了解，前两次作案，嫌疑人都抢到几百
元，第三次则只抢到了90元。

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嫌疑
人反侦察意识很高，有意避开路边
探头，必要时还会用手和帽子挡住
脸。警方最终从第三次劫案的视
频资料中锁定一个模糊身影，花
两天两夜时间摸排调查，最终从红
梅附近一小区的私人超市探头上
锁定了嫌疑人的住处。5月9日下
午5时许，警方将嫌疑人在居民楼
下抓获。

竟是德国名校硕士

警方随后审讯嫌疑人张某，结
果却大吃一惊。这个满脸胡渣，身材
很胖的男子，竟只有32岁，且从小
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高材生，6年
前曾赴德国攻读研究生。直到他被
抓获，家人才知他已回国两年有余。

据张某交代，他是本地人，曾就

读于本地重点中学，后高考又以
优异成绩考进某重点大学。大学
毕业后，他参加事业单位考试，顺
利进入我市一所事业单位工作。
大学时代，张某曾有一个女友，两
人感情一直很好。因女友家人鼓
励其出国读研，张某在毕业后为
了陪伴女友，辞去事业单位工作，
一起赴德读研。据了解，张某在德
国数年，花去 100多万元人民
币，家人则希望他能在国外找到
一份好工作，并最终在国外定居。

张某也确实很努力。据了解，
他在国外半工半读，曾做过餐厅
服务员，也做过洗车工。但他觉
得，自己在国外缺乏归属感，总感
觉“自己像民工”，他还觉得，自己
有时会受到歧视，一直无法找到
长期稳定的工作，无法融入当地。

2012年，张某和女友一同回

国，因要面子，一直瞒着家人。
张某女友家境殷实，家人对两
人的感情一直持反对态度，曾
不止一次暗示张某要做出点成
绩来，否则不允许他们结婚。张
某回国后迟迟找不到心目中的
高薪工作，投资频频亏本。最
终，他与女友分道扬镳。

今年4月初，张某花光了
家人打给他的5万元生活费，
陷入了困境。他最终决定持刀
抢劫。

第一次抢完买了个馒头

据了解，张某出国留学前
相貌清秀，因近几年的失败，到
被抓获时已是个体重 250余
斤的大胖子。据其自述，因性格
要强、好面子，有困难不愿开

口，今年过年时他是一个人在出租
屋里哭着过的。

4月初，张某身无分文，已两天
没有吃饭。他晚上在红梅新村内徘
徊了两个小时后，最终决定抢劫。他
在角落候到一名男子，借口朋友住
院急需用钱，与该男子攀谈了约5
分钟，期间掏刀威胁，最终劫得100
余元。拿到钱后，他立即跑到小吃店
买馒头充饥。张某还交代，第三次抢
劫前，他已应聘到了本地一外企的
翻译工作，公司也答应预支2万元
薪水。之所以再次抢劫，是为了给手
机充话费，等公司通知。

据了解，民警找到张某家中时，
家人尚不知其已回国，得知真相后
痛哭流涕，拍了一段视频给张某，希
望其改过自新。目前，张某已被依法
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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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现首例“低保全赔”判决
本报讯 多年来，车险中的“高保低

赔”条款一直被消费者指责为霸王条款。
市民朱先生的一辆汽车开了已 8

年，当初的新车购置价为17.28万元。去
年，朱先生在为车辆投保时，机动车损失
险部分只投了10万元的保险金额。后
朱先生开车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车辆
的维修费花了2.13万元。

当朱先生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
公司提出，朱先生的汽车没有足额投保，
因此，只能按照10万元与17.28万元的
比例(0.56)赔偿车损。因此，2.13万元维
修费只能赔偿1.19万元。

后来朱先生了解到，保险公司所谓
的足额投保，就是要他按照这辆车子当
初的购置价17.28万元来进行投保。但
朱先生认为，自己的车子在上一年度购
买车险时，已开了 8年，当时的市场二
手车价格不足10万元，自己购买了10
万元车损险，已是足额投保。

我国《保险法》第55条规定：保险金
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
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
险费。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
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
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武进法院审理认为，机动车损失保
险是一种不定值保险，保险价值根据事
故发生时的车辆实际价值确定，根据该
实际价值判断投保的车辆损失险是否属
于足额投保。朱先生的车辆已使用8年
以上，按照行业内通行规定，车辆的月折
旧率为0.6%的标准计算，事故发生时，
这辆车的车辆实际价值早已低于10万
元，而朱先生购买了10万元的车损险，
因此他投保车险已经超额投保。

最终，武进法院最后判令保险公司
全额赔付车主2.13万元的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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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警方破获时时彩诈骗大案
共刑拘23人，案值超1000万元，受害人遍布全国

长沙一公司建彩票QQ群、网站大肆行骗

今年4月，新北区新桥派
出所接到一女子报案称被一网
站骗了1.4万元，尽管案值不
大、网站也在外省，新桥派出所
没有“懈怠”，会同新北公安分
局网安大队深入调查，最终将
一个在全国范围开展网络诈骗
活动时间长达 8个多月的科
技公司一锅端，警方初步估计
被骗金额超1000万元。

6月24日，新北警方以诈
骗罪刑拘了其中18名犯罪嫌
疑人，长沙警方刑拘5人，案
情水落石出。

我的钱咋提不出？

4月9日，新桥一女子汤
某匆匆走进派出所报案。汤某
是一名彩票迷，最近迷上了网
上一种叫时时彩的彩票。时时
彩每天开奖72期，对彩迷来
说诱惑很大，不过这种彩票只
在重庆市所辖区域的实体店发
行，并没有官方的网上销售渠
道，汤某对此一无所知。3月
底，一位备注为“时时彩高手”

的网友申请加她好友，汤某同
意后该网友将其拉进一个时时
彩的QQ群。随后，她登录了
群主推荐的一个名为“火麒麟”
的时时彩网站，并充值600多
元准备一试身手。结果，玩了几
次一次没赢反而输了 100多
元，汤某有些扫兴，想取出剩余
的500元，但网站客服却说她
网络银行操作失误，导致账户
锁死，要再充 500元，才能将
1000元一并退款。汤某再充
500元后，客服又以相同理由
提出再充 1000元才能将
2000元一并退款。

直到给骗子充了1.4万元
后，汤某才清醒过来，但此时她
已经被网站客服拉黑，很快又
被踢出了QQ群。

骗子公司实力不凡

专案组民警首先在省内串
并案件，结果发现与火麒麟网
站相关的案件已发多起。民警
梳理了汤某的QQ好友，查出
那位拉她进 QQ群网友的相

关身份资料，其中包括一份该网
友不久前去海南旅行的行程单，
民警顺藤摸瓜找到接单的旅行
社，结果发现这个单一共有五六
十人，均为一家名为长沙创迅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随即将
此公司作为重大嫌疑对象。

5月20日，专案组赶赴长沙
暗访，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创迅公
司在长沙最繁华的商业区租下了
一层高档写字楼，拥有100多名
员工，人手一台苹果电脑，乍一看
根本不像骗子公司。为了解真相，
侦查员化装为快递员、广告推销
者、送餐员打入公司，很快就摸清
了该公司的运作流程。该公司购
买了一款抓拍软件，能抓到经常
玩网络彩票人的QQ号，继而由
客服拉这些人进入QQ群，该公
司注册了30多个群，还制作了
“火麒麟”、“百乐”、“大白鲨”、“天
堂鸟”等多个网站。每个群都有数
名客服冒充玩家，他们经常通过
作弊中奖，然后在群里“撒花”、
“放鞭炮”，拉不明真相的网友去
这些网站玩，跟他们一起买，开始
可能会中些小奖，但后来输多赢

少，如果赢了想提现，结局就如汤
某一般，一旦有人意识到被骗就
会被踢出QQ群。

一个村村民全被骗

6月20日，专案组会同长沙
警方收网，在 2个地点抓获 47
人。主犯肖某、吴某等人交代，这
家公司的人员分为四等，第一等
是幕后总指挥也就是肖某，二等
人权力次之为注册法人，也就是
吴某，三等人是中层干部，也就是
公司主管和技术层，第四等人数
最多，是组长和客服，每个组长带
3、4个客服。让人唏嘘的是，其中
很多客服还是湘潭大学、南昌大
学的本科毕业生。

民警初步调查发现，该公司
2013年10月注册，至案发时已
经至少骗了全国各地的近千名网
友，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光是
从该公司搜查到的一张银行卡上
就冻结了76万元，根据银行记
录显示，该公司一个客服5天内
就取了24万元现金。
童童13813585755奚静文 居俊

一把大火
烧了上千份快件

本报讯 6月24日下午4点半，扬溧高速溧阳段转常
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处一快递车着火，整个后车厢被大火包
围，上千份快件被付之一炬。

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这辆厢式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后
半部完全燃烧。报警人称，他路过看到起火，车上的2个人
只知道救火，他就帮忙报了警。

官兵立即出2支水枪直击火点，因燃烧物是快件，官兵
叫来铲车，把车上的快件推下地面，经近2个小时的努力，
火被彻底扑灭。

看着成了灰烬的快件，司机焦急万分。他称这辆快
递车是快捷快递的，由北京开往杭州，至事发路段时，他
从后视镜看到车厢起火，立刻靠边停车并自行扑救，但火
迅速燃起，他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目前事故原因还在
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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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狂吠追赶
女子撞上大树
本报讯 市民施女士下夜班回家，路

遇狂躁的大狗追赶，惊吓之下骑车撞上路
边大树，摔得头破血流。所幸抢救及时，未
有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市四院救治。
施某家住新北区西夏墅。6月23日

晚9点多，她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下班
回家，进村时遇到一条大狗，疯了样追着
她狂吠不止，施女士吓得赶紧加速，慌乱
中撞上路边的大树，顿时头破血流。路人
见后拨打120，将她送到市四院新北区
院抢救。入院时，施某仍血流不止，因失
血过多而休克。

经检查，施某头部伤口长约 7厘
米，深达颅骨，肌肉层和皮下动脉破裂出
血，伤口里还残留着树皮等异物。医院立
即开通绿色通道，在急救大厅为她边抗
休克边清创缝合。

市四院急诊科副主任贺泽民介绍，
夏天是犬类伤人的高峰，有抓咬伤，也有
发狂追赶致人摔伤。这与天气炎热，动物
易烦躁和冲动有关，而人们穿戴单薄，更
易遭到攻击。他提醒养犬者，夏季应尽量
圈养，外出时拴牵，以免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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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装送外卖
智擒涉毒犯
本报讯 6月26日禁毒宣传日来临，

记者从武进警方获悉，今年上半年，武进
警方共破获涉毒案件48起，刑拘犯罪嫌
疑人50名，收缴毒品2000余克。其中一起
已侦查完结、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涉毒
案，不乏警方与毒犯们的斗智斗勇。

5月中旬，漕桥派出所民警得到线
索，称有人长期在天宁区兰陵北路某居
民小区的17楼一居室内吸毒。民警通过
前期调查走访了解到，居住在此的人名
叫吕某，是本市人，现年43岁，曾因吸毒
被多次处罚，2003年因非法持有毒品被
判有期徒刑3年，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
子”。吕某目前和他的女友一起居住。通
过几天观察，民警发现吕某和女友基本
足不出户，对外人的警惕性很高，如果贸
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

蹲守了几天后，民警发现经常有人员
送外卖到该住地，一个抓捕计划初步形
成。5月27日中午，武进警方开始收网，由
民警乔装成外卖人员摁响了吕某住地的
门铃……吕某及其女友田某当场被抓获，
民警在其居住地查获冰毒50余克。经尿
样检测，两人均呈阳性。吕某因非法持有
毒品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而其女友田某
也因吸毒被行政拘留。 !小波 余人"

地道口大量石块
磕伤7车

本报讯“盛世名门南面地道口有几十块石头，磕伤了
好多车！”昨天一早，市民陈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86606666，称24日晚11时自己开车经过晋陵路地道时，
车子底盘被路上突然出现的石块磕伤，受损严重。

陈先生介绍，当时约是 24日晚 11时 10分，自己
驾车沿晋陵路由南向北行驶，经过新天地花苑快要进入
地道时，发现前面路上停着两辆轿车。还没等他反应过
来，他的汽车突然连续颠簸，车底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
声。根据经验，陈先生判断车底被硬物磕了，但这条路
他开了无数次，路况一直良好，“什么东西能磕伤我的
底盘？”

陈先生停车查看，发现车底卡着一块大石头，约有20
来公分高，车头前下方也被磕伤。正郁闷时，他发现车身附
近还有大大小小3块石头，有棱有角。随后，他往前看，发现
前面停下的两辆车也因石头遭了殃，一辆爆了胎，一辆底盘
被磕伤。据陈先生介绍，从自己停下到离开，共有7辆汽车
因石块受损。

众人拨打了报警电话，天宁交巡警大队事故中队值班
民警周飞龙赶到现场。据周警官介绍，地上的碎石块有大有
小，像是建筑垃圾，共有近20块，延绵10多米。他到现场
后，一面将警车打好双跳灯，警示来车，另一面则检查受损
车辆情况。为了避免石块再次损伤过往车辆，周警官与一名
协管员、一名清障工作人员一起将大块石块搬离主干道。
20分钟后，隧道恢复畅通。

记者从红梅城管中队了解到，据城管队员事后分析，碎
石可能是运输建筑垃圾的货车装得太满，在运输途中颠簸
后漏下的，目前，城管部门尚在调查之中，如确为跑冒滴漏，
将找到当事部门进行批评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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