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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陵陵··警示警示
游戏代练遇上“人傻钱多”的买

家，一人分饰多角“卖号”诈骗，4个多
月骗得458万元。4月28日，游戏代练
王遥（化名）被武进法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游戏代练遇到“大客户”

2020年，20岁的王遥从学校毕
业，因为手游打得不错，便做起了游戏
代练，接单代打游戏，一个月能赚五六
千元。

当年8月，王遥通过中间人认识
了家住武进的孙斌（化名），孙斌希望
买一个“皮肤全、装备全”的极品账号。
交易后，因为异地登录的问题，孙斌购
买的账号总是掉线，王遥就趁机以“账
号异常”为由，多次建议孙斌重新购买
新账号。

几次下来，王遥发现，无论是对交
易价格还是对更换账号的建议，孙斌

都言听计从，而且对如何解决异地账
号登录问题，也是一窍不通，典型的

“人傻钱多”。王遥觉得自己逮到了一
只肥羊，想着索性骗点钱，也体验一把
有钱人的生活。于是，王遥找了个借口
绕开中间人，直接联系孙斌，为他量身
定制了一出“戏”。

分饰多角月入百万元

王遥先以“卖号者”身份，建议孙
斌以5000元的价格重新买一个“极
品”号。孙斌付钱后，他又称，与原账号
的号主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点问题，
需要再付5000元，这笔损失他愿意自
己承担，但手头暂时缺钱，想跟孙斌先
借一笔。“不差钱”的孙斌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按照王遥的指示，孙斌给他女
朋友的支付宝账号转了5000元。

事后，孙斌觉得一上来就要垫钱，
别遇上了骗子，得确认一下。于是，他
通过王遥加上了出售账号的上家QQ
号，经过确认，上家表示，确实有这笔
补交的5000元。这下，孙斌彻底放心
了，也肯定了王遥的“信用”。事实上，

王遥早就看穿了孙斌的这点小心思，所
以一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另一个身份——
原号主。就这样，他一人分饰两角，跟孙
斌周旋。

首战告捷，王遥再切换回“卖号者”，
建议孙斌付6300元，就能强制将原账号
改为自己的实名账号。等孙斌付款后，他
又变回原号主“捣乱”，称由于改名操作，
导致其名下其他账号被封了，要求孙斌
支付3万元押金来解禁账号，这笔押金一
周后就能退还。于是，孙斌再一次上套。

尝到几次甜头后，王遥胆子更大了，
竟然给自己编了“卖号人”“原号主”“保
证金客服”“退还保证金客服”4个不同
身份，不断以账号异常、垫付资金、解冻
金、赎回账号等各种理由让孙斌转账。

直到2020年12月，孙斌发现自己
交纳“买号费”“保证金”等费用已超过了
450万元，而所谓的“极品号”仍未到手，
且保证金也分文未退，这才意识到自己
可能被骗，遂报警。

警惕“代练”套路

接警后，市反诈骗中心立即启动大

要案件处置预案，连夜组成专案组，对资
金去向开展追踪。

经研判分析，2020年 12月 21日，
专案组明确王遥的身份，系广东省江门
市一名20岁的男子。第二天晚8时许，
王遥落网。经审讯，王遥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经查，在实施诈骗的4个月里，王遥
已初步实现了“当个有钱人”的梦想，利
用骗得的450余万元，购买了保时捷汽
车2辆，奔驰、奥迪汽车各1辆，价值3万
余元的金项链1条，日常生活也是极尽
奢靡。

据被害人孙斌讲述，被骗的450余
万元，有一大部分是他通过贷款筹集的。
因王遥已身无分文，为了帮助被害人尽
可能挽回损失，案件承办人在王遥同意
的情况下，让孙斌先行处理了汽车和金
项链，避免在判决后再走拍卖程序造成
涉案物品的大幅贬值。

4月28日，武进法院公开审理了此
案，查实2020年8月至12月，被告人王
遥对被害人孙斌实施诈骗，共计骗得458
万元，并据此对王遥作出了上述判决。

夏丹 刘栎 徐丹

游戏代练一人分饰4角进行诈骗——

最惨玩家：想买极品游戏号，被骗458万元

本报讯 5月1日凌晨5时许，
一女子醉酒后跳入河里，南大街派
出所辅警梅正东积极营救，忍着右
脚被撞骨折的剧烈疼痛，将女子救
上了岸。

事发时，南大街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东方国际公寓北门南市河处
有人跳河。民警费英华带领辅警梅
正东迅速携带救生圈、救生绳等救
援设备赶赴现场。

民警到达现场发现，女子因不
通水性且处于迷糊状态，情况十分
危急。费英华马上向其抛掷救生
圈，梅正东则纵身跳入河中，落水瞬
间感觉右脚一阵刺痛，但他顾不得
多想，奋力划水靠近女子，想帮她系
上救生绳。哪知，女子情绪激动不

肯配合，浑身都是酒气。梅正东只
能边劝导边牢牢托住她、不让她下
沉。过了一会儿，女子情绪逐渐平
稳，梅正东迅速将救生绳绑在她身
上，与岸上民警配合，合力将其救上
岸。女子随后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
医院治疗。

确认女子安全送医后，梅正东
才查看自己的右脚受伤情况。此
时，他的右脚已高高肿起，难以挪
动，民警赶紧将他送至医院。经诊
断，梅正东右脚第5跖骨骨折，应该
是跳河时撞到了河底的石头上。

据了解，跳河女子姓孙，当晚喝
醉了酒，因消费问题与人发生纠纷，
一气之下跳了河。治疗后已无大碍。

（查实 芮伟芬）

醉酒女子跳河
辅警救人撞骨折

本报讯 4月30日，我市一名
快递小哥遇到了万分焦急的事——
在青果巷里，他将一个价值近5万
元的“黄金快递”丢了。接到报警
后，民警迅速展开搜寻，2小时内终
于找到了丢失的“黄金快递”。5月
1日，快递小哥尹师傅特地给民警
送了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尹师傅负责市区青果巷一片的
快递收发业务，4月30日下午，他
在送快递途中丢失一件“小快递”。
这个“小快递”个头小但价值高，里
面有一个金手镯和一块金牌，总重
量116.63克，价值近5万元。尹师
傅找寻良久无果后，拨打110求助。

水门桥派出所旅游警察青果巷
中队民警沈祥林接到报警后，迅速
赶到事发地点。据店铺老板称，这
批黄金是他送到深圳加工的金器，
深圳工厂那边通过快递邮寄了过
来。于是，沈祥林通过尹师傅提供
的送货时间及送货路径等信息，开

展走访调查、查看视频，发现尹师傅
在途中不慎该快递盒遗落在了巷子
的一个角落处，恰巧被一名路过的
老太太捡到。

沈祥林立即找到老太太家。起
初，老太太坚称金器是自己前两天
买来准备送给亲戚的。沈祥林苦口
婆心地对老人进行法律常识宣讲和
教育引导，并找来快递员和买家，将
快递单号和里面的物品当着老太太
的面一一核对，最终，老人承认金器
是自己捡到的。

“黄金快递”失而复得，尹师傅
激动地握住沈祥林的手连声道谢：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两个小时就帮
我找到了遗失的快递。这可是我大
半年的工资啊！”

5月1日，尹师傅专门制作了一
面写着“全心为民破案神速”的锦
旗，赶到派出所送给了沈祥林，向他
表示感谢。

（朱丹华 汪磊）

快递小哥丢“黄金快递”
民警搜寻2小时找到本报讯 近日，青龙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青洋高架东边，沪蓉高速北
塘河交界处以西的空地上，发现种有疑
似罂粟的植物。民警实地辨认清点后，
当即铲除、扣押了查获的230株罂粟。

民警在现场发现一位男子，经询问，
男子江某承认罂粟是他种植的，民警遂
将江某带回派出所调查。

江某称，他的胃不好，曾有过胃出
血，其母亲便给了他一点罂粟花种子，称
罂粟果泡酒喝可以治胃疼。以前，江某
只种几株，今年种子撒的多了，加上雨水
充沛，长出了一大片。青龙派出所依法
对江某进行了处罚，并再次进行了相关
法律法规宣教，江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承诺绝不再种植。

民警提醒市民，罂粟是国家法律明
令禁止种植的毒品原植物，无论数量多
少，用于观赏或是药用等，都是违法行
为，情节较重的还将承担相关刑事责任。

（莫国强 汪磊）

民警清除230株罂粟

本报讯 4月28日上午，2021年常
州市“法律护农进万家”暨法治文化乡村
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新北区春江民俗文
化公园广场举行。

我市“法律护农进万家”普法宣传活动
已经走过15个年头，直接参与群众超10
万人次。活动立足农村面向农民，紧扣农村
特点，紧贴农民需求，深受农民欢迎，营造
了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的良好氛
围，已成为我省农业系统普法品牌工程，在
全市普法工作中也是屡获表彰，有口皆碑。

今年是“八五”普法启动之年、法治乡
村建设关键之年。今年的“法律护农进万
家”普法宣传活动将持续开展走进美丽乡
村、走进企业（合作社）的宣传活动，真正落
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长
江保护法》宣传教育，推进长江“十年禁
渔”，贯彻实施《民法典》和新修订的《动物防
疫法》，深化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倡导长江大保护公益行动，真心
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常农轩 朱雅萍）

法律护农进万家

“五一”期间，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地铁南站派出所女警长、“青春警星”陈煜在辖区各站点巡视，在维护站点秩序的
同时，积极向乘客宣传“电诈”防范知识。仅5月1日，就发放“电诈”防范手册1000多张，进行临时的“小讲座”20次，还接受
各种乘客求助50多次。 汪磊 韩明图文报道

本报讯 精心盘算下套组了个牌
局，打算靠出“老千”骗财，不料，自己
才是整个“局”里唯一的肥羊。近日，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反套路诈赌
的敲诈勒索案提起公诉。

去年10月的一天，裴琳（化名）接
到曾经的员工刘某的电话，对方称找
了几个朋友组场牌局，邀请她一起来
赢点钱。一听刘某此话，裴琳心里有
数了。原来，刘某在裴琳公司工作时，
两人曾研究过利用作弊道具——一部
假山寨手机、两副耳机及一副特制的
扑克牌，就可以在赌博中赢钱。其中，
特制扑克牌上有肉眼难以看清的二维
码，山寨手机其实是一个摄像头，只要
对着牌桌，就能扫到所有的牌，计算出
庄家如何派牌，能保证自己的牌面最
大，并通过耳机语音播报给出千的两
人。因此，这回刘某一招呼，裴琳自然

就信心满满地赴约了。
牌局中，明知裴琳的牌面最大，刘

某仍“卖力”地怂恿另两人押注。最
后，裴琳一人赢了7000多元，刘某“输
了”4000元，另两人姚某某和丁某某
各输1000元。去掉刘某输掉的4000
元，裴琳和刘某各分了1500元。

尝到甜头后，第二天，裴琳与刘某
又约了姚某某、丁某某和杜某，打算再
组一局。牌局过半，裴琳轻松赢了数
万元，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也许
是刘某“技艺不精”，出千的手法竟被
杜某识破，并要求裴琳与刘某赔偿20
万元。最后经协商，当天，裴琳赔了
24000元，刘某赔了9000元，并写了
一张“因诈赌赔偿8万元，已付3.3万
元的欠条”，刘某则签了一份汽车抵押
协议。

几天后，刘某又给裴琳发来信息

和视频，声称被追债，要求她赶紧支付
剩下的赔款。经家人提醒，裴琳意识
到这件事好像不太对劲，于是，她要求
刘某报警处理。哪知，刘某不仅拒绝
了她的建议，还将她拉黑了。裴琳这
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场赌局里，被
骗的竟是自己！裴琳当天便报了警。

据刘某等人到案后供述，这两场
赌局一开始就是一个“局中局”。刘某
称，他和姚某某、杜某和丁某某商量演
了两出戏，先由他假意与裴琳合伙“出
千”，等她尝到了甜头，再由杜某等人
揪出“老千”，威胁索赔。可惜，这场戏
最终因为刘某“演过头”而露了马脚。

今年4月20日，武进法院以敲诈
勒索罪，一审判处刘某、杜某、姚某某
和丁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一年
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夏丹 张朝 徐丹）

“诈赌”反被勒索“老千”自己被骗本报讯 4月26日，常州海关关员
在旅检现场执行监管任务时，查获一名
入境旅客违规携带超量洋酒。经开箱查
验，该旅客携带未向海关申报的威士忌
10瓶，涉及“響21年”“山崎18年”“白州
18年”等多个知名品牌。目前，该案件
已移交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港澳居民
及赴港澳旅游的内地居民，15天内首次
入境可以免税携带不超过750毫升的酒
精饮料（酒精含量12°以上）1瓶，香烟
不超过200支或雪茄50支或烟丝250
克；赴其他国家和地区旅游的，入境时可
免税携带不超过1500毫升的酒精饮料
（酒精含量12°以上），香烟不超过400
支或雪茄100支或烟丝500克。

常州海关提醒，旅客携带烟酒入境
超过上述免税额度的，应当主动向海关
申报。对于隐瞒伪装、主观藏匿、提供虚
假购物发票凭证等行为，海关将依法追
究其责任。 （杭美岑 董心悦）

违规超量携带洋酒
入境被海关查获

本报讯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
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流行歌曲《传奇》的歌词，最近“照进了
现实”。4月21日，武进公安分局几位
便衣刑警因为办案错过饭点，一起到
面馆吃饭时看到几个眼熟的人，仔细
一看，竟然是他们正在查办的一起赌
博诈骗案的“目标人物”。于是，刑警们
边等餐边布控，顺利将嫌疑人悉数拿
下。

当天下午快1点时，因为在滆湖
派出所查阅监控错过饭点，武进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责任区三中队的4名刑
警来到西湖街道一拉面店吃饭。刚走
进店里，一个身材高大、身着白色夹克
的男子便引起了侦查员丁哲的注意：

杨某，一起涉赌诈骗的嫌疑人。
“这起诈骗案我们中队已连续办

了10多天，目前案情基本清楚，5名
嫌疑人身份已确认，杨某就是其中一
个。”丁哲说，原本当天上午查完监控
后，抓捕工作就要排上日程了，没想到
对方送上门来。

就在丁哲向副中队长陆银锋咬耳
朵示意时，发现另一嫌疑人——杨某之
父老杨也在店里，“父子俩的特征比较
明显，一个光头，一个比较高大，这几天
我们都在盘着这几个人的资料，所以一
眼就能认出。”根据前期研判，这5名涉
案嫌疑人活动范围多在蠡河一带，由于
在外欠债多，平时居无定所。

民警注意到，与杨某父子常在一

起的另一涉案嫌疑人严某没有出现，
店门口也没看到他开的那辆黑色凯迪
拉克。考虑到这对父子已是瓮中之鳖，
严某很可能冒头，陆银锋示意大家在
旁边一处视角好又不易被察觉的餐桌
边坐下，丁哲通过微信工作群求援。不
到3分钟，严某果真来到了店里。

“来了，你们可以准备控制了！”不
到10分钟，队长谢科律已带队迅速赶
来。此时，杨某父子刚走到店外，严某
还在吃着饭。毫无悬念，3名嫌疑人束
手就擒。

当天下午5点多，民警根据线索乘
胜追击，将另外2名嫌疑人刘某、徐某
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徐旻 张宇晨 何嫄）

便衣刑警吃个面 巧遇“目标人物”

本报讯 “五一”假日，人们出
游热情高涨，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
了解到，节日期间，高速公路交警共
查处了22起超员，均是私家车出
游，司机分别受到罚款100元、记3
分或6分的处罚。

5月1日上午10时许，市交警
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在沪蓉高速薛
家收费站执勤时，拦下了一辆苏D
牌照的小轿车。经核查，该车核载5
人，实载6人，超员20％。民警依法
对司机张某作出处罚：罚款100元、
记6分。张某对此有些不解，辩称，
他车上有个小孩，不应该算“一个
人”。民警解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机动车载人的核定人数是指广
义上的自然人，包括婴儿、未成年儿
童。从安全角度出发，汽车安全带是
按人数配置的，当车辆实际承载人
数超出限定人数时，超出乘客将会
因没有安全带而得不到有效保护。

5月1日当天，我市各高速大队
共查获超员12起，以家庭、朋友聚
集出游为主，超员的车上多有小孩，
有的由大人抱在怀里。驾驶员普遍

认为，儿童坐在成人怀里，不属于超
员。对此，民警提醒，这种认知是错
误的，一旦出现意外情况紧急刹车，
乘客往往无法抱住怀中儿童而将其
甩出去，引发危险。带小孩坐车，一
定要配置安全座椅。

5 月 2 日下午 3 时 30 分许，
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青龙收费站
执勤时，发现章某某驾驶的浙
D/Q××××9小型客车存在超员
行为。经核查，该车核载6人，实载
12人。民警对驾驶员及孩子家长进
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罚款100
元、记6分，责令其立即进行驳载。

“超一人，就可能要被罚 100
元、记6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速一大队民警李金刚说，按照相关
规定，驾驶非营运客车载人超过核
定人数未达20%的，罚100元、记3
分；超过核定人数20%（含20％）
以上的，罚100元、记6分。这意味
着，核载 5人的小车，只要增加 1
人，就属于载人超过核定数量20%
以上，将面临罚100元、记6分的
严厉处罚。

（芮伟芬 马晨旭）

“小孩不能算超员”是错误认知

5天查了22起超员
都是私家车出游

本报讯 假日开心，有些人就
把控不住自己了，喝了酒也敢开车
了。记者昨天获悉，截至昨天傍晚
5点，我市交警部门5天共查获酒驾
74起，醉驾24起。

5月1日中午，钟楼交警大队奔
牛中队民警在辖区九里大桥执勤时，
一辆摩托车由北向南疾驶而来，后座
乘客未戴头盔。民警将其拦下，发现
驾驶员眭某满脸通红，讲话酒气冲
天，遂对其进行呼气测试，发现其血
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88亳克/100亳
升，涉嫌严重醉驾。据眭某交代，当
天中午，他和亲友聚会，喝了不少
酒，以为骑摩托车不会被查，便放心
大胆地载着妻子庞某回家。民警立
即将眭某带到中队进一步处理，并
安排车辆将庞某送回家。

5月2日晚7时40分许，骄龙
铁骑民警在青洋高架南向北东方路
下口开展酒驾整治，对徐某某驾驶
的苏L/D×××2例行检查，经酒
精呼气测试，徐某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160 亳克/100 亳升，涉嫌醉

驾。
假日期间，全市各交警部门针

对酒吧、夜排档、酒驾高发事故地点
开展重点巡逻守候，及时发现酒驾
事故隐患。

5月1日凌晨1时许，新北区交
警大队春江中队民警在魏安路向阳
路路口执勤时，现场查获顾某金所
驾驶的苏 D/F×××9 号小型轿
车，经呼气测试，顾某金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71毫克/100毫升。几乎同
时，苏D/B×××8号小型轿车在
该路口被查获，民警对驾驶人顾某
皓吹气测试，结果为32毫克/100
毫升。两人均被扣驾驶证并受到相
应处罚。

交警部门表示，今年5月1日
是“醉驾入刑”十周年，为切实预防
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4
月28日起，我市公安交警部门启动

“畅安5号”酒驾醉驾整治行动，全
时段、全地域、全覆盖查处，希望广
大驾驶员提高安全意识，不要以身
试法。 （芮伟芬 焦瑾）

假日5天，查获酒驾74起、醉驾24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