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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除颤19次救回心梗患者
市二院抢救大厅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讯 近日，陈先生一家从济
南到常州旅游，晚上10点多，58岁
的父亲突感胸闷、浑身大汗，被120
送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患者送到医院门口时就出现生

命体征情况急剧恶化，并伴有室颤，
神志不清、烦躁，无法维持自主呼
吸。”急诊科值班医生贾莎莎说，“我
立即对其进行紧急除颤及各项抢救
措施，并通知心内科医生前来会诊。”

急救室里气氛凝重而紧张，医
务人员一边不停地使用各种抢救药
物，一边仔细观察监护仪的变化，电
击除颤。医生、护士都满头大汗，因

为他们明白，漏读一个数据或弄错
任何一个细节动作都有可能导致抢
救失败。在19次电击除颤后，陈老
先生的心律终于恢复了正常。

之后，陈老先生的胃管内又涌
出大量咖啡色液体，出现应激性溃
疡出血，经过一系列抢救治疗，凌晨
两点半时病情终于有所稳定。
“通常患者在进行三四次除颤

后心率还不恢复，生还的几率将微
乎其微，而陈老先生接受了19次除
颤后能够转危为安，确实是很少见
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傲霜说。

"肖云 徐丹 李青#

黑车接到“瘾君子”，被警方“一锅端”
司机刚被放出派出所，就接受了运管部门的处罚

本报讯 姜某，是个黑车驾驶
员，3月12日，姜某接到一个要车
的电话。没料到，这个电话让他的
黑车营生直接曝光了。
当天，接到电话后的姜某，按照

客人要求驾驶车辆去卢家巷附近，
接到两名客人后，对方表示要去银河
湾附近办事。姜某没有多问，就往目
的地驶去。到达目的地，停稳车子，姜

某正想跟两个乘客商量付车钱的事，
民警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将他和两
名客人带到了当地派出所。
在派出所，姜某才知道，这两名

客人是涉毒人员，他们早就被民警
盯上了。由于该案还涉及到姜某涉
嫌从事非法营运，民警联系了运管
部门协同调查。运管执法人员赶到
现场后，对姜某和两名客人展开了

详细的询问。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姜
某只好承认了非法营运的事实，运
管部门将依照相关法规，对其进行
处罚。

据了解，在刚刚落幕的 2015
年春运中，常州市运管处累计查处
包括“黑车”、“黑班线”在内的各类
客运违章197起，姜某只是其中一
个被查者。 "蕴轩 胡艳$

随身带把水果刀
看到车停道板就去扎

母亲险被车撞，男子迁怒道板上的车子

本报热线
!""((($$ 3月16日

早晨，天宁城管3名队员，联手将戳
车胎的男子查某抓住。查某说，他母
亲春节前差点被车撞倒，受了惊吓。
他认为，有人在人行道板乱停车，母
亲只能在马路上走，才导致差点被
撞。为此，查某随身带了把水果刀，看
到道板上停了车就去戳车胎。据交
代，查某作案5次，戳了近十辆车。

春节刚过，兰陵派出所接到报
警，反映天宁城管兰陵中队门前浦
陵南路人行道板上，居民的私家车
车胎隔三岔五被人恶意戳破。接警
后，民警赶到现场调查，由于事发现
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一时没
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3月 16日早晨 6点 45分，兰
陵中队队员方骏刚开车进入中队大
门，就听到外面传来汽车轮胎漏气
的声音。他立即下车，跑出单位大门
查看情况。方骏发现，一辆红色轿车
左前轮正在漏气。在这辆车西面，一

名男子半蹲在另一辆轿车旁，背后
还打着一把伞。方骏见状，飞奔上
前。男子发现后，撒腿就往西边欧尚
超市方向跑。方骏一边追一边喊，追
到欧尚停车场处。此时，中队另两名
队员上班路经至此，听到方骏喊叫，
立即截住该男子将他控制，随后拨
打110报警。民警赶到后，男子被带
到派出所调查。

经审查，男子姓查，50岁，本地
人。据交代，春节前，查某母亲在路
上行走，差点被车子撞倒，惊吓不
小。母亲对查某说，小区的道板上停
满了车子，她只能在路上走。为此，
查某将母亲差点被撞的事情，迁怒
于这些乱停的车子。春节后，查某早
晨出去上班，随身带了把水果刀。有
时看到道板上停车，就怒从心起，掏
出水果刀将车胎戳破。

3月17日，查某涉嫌故意损坏
公私财物被警方刑拘。

%白云明 余涛 汪磊 贾帝$

新北警方破获我省首起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这家汇宝公司，骗了全国243个人
昨天，记者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获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成功破获我省首起

P2P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该案涉案金额高达 1759万余元，受害人数多达 243名，
涉及 25个省、市、自治区。

张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公务
员，2013年9月一天，他在某论坛
看到常州一家名为汇宝投资公司的
广告，广告中醒目的“20%年利率”
让他来了精神。
点开这家公司的官网，张先生

发现证照齐全，而且还贴出了公司
3个大“股东”的资料。当月22日，
张先生在汇宝公司的网站注册了一
个账户，随后就在网上与该公司签
订了投资合同，当天就充值6万元，
后来又陆续充值5万元。张先生选
择了9个不同的投资项目，合同期

限1个月至3个月不等，利率都是
20%。

当年10月22日，张先生投资
的6个项目到期，按照合同，汇宝公
司应还本付息65550.24元。张先生
登录网站，发现自己的账户里这笔
钱是有了，可点击“在线转账”却毫
无反应，这也就意味着这笔钱虽然
到了他的账户，可他无法提现。
张先生当即拨通了汇宝公司法

定代表人石某的电话，对方连说了
好几句抱歉，并称公司资金出现暂
时性困难，所以会员暂不能取现，承

诺等资金周转开后就立即开通取
现。

2013年10月28日，“在线转
账”有了反应，张先生兴奋地输入
65550.24元，结果却出现了最高
限额2000元的提示，而且只能取
1次。这下，张先生不放心了，几天
后他专程从上海赶到常州市新北
区万达广场汇宝公司所在地，发现
公司已人去楼空，再拨打石某电话
已经无人接听。张先生立即向高新
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
案。

汇宝公司问题不小，大批受害者到高新分局报案
就在张先生报案前几天，湖

南省长沙市民王某某、吕某、孙某
和易某 4人来到高新区分局经济
犯罪侦查大队。4人说，汇宝公司
老板石某欠他们两万多元迟迟不
还。

民警联系上石某，当晚石某赶
到河海派出所，他告诉民警，汇宝
公司在网上募集的钱款大部分都

交给了生意伙伴王某。王某在放
贷时遇到了一些死账无法收回，导
致资金链出了问题，王某某等 4
人的本息才暂时无法支付。王某
某等人不接受石某的说法，坚持要
按照合同办事，双方僵持不下。

民警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后，
石某通过朋友筹集到了两万余
元，当场还给了王某等人。问题最

终得到解决，但民警觉得这并不
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通过石
某提供的一些公司资金往来数
据，民警发现汇宝公司的经营模
式值得怀疑，很有可能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到 2013年 12月
初，大批投资者来到高新区公安
分局报案称，他们都被汇宝公司
骗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1700多万，牵涉 243名受害人
办案民警通过报案人提供的汇

宝公司的4个账户，调取了全部资金
往来流向，固定相关证据。随后，警
方通过汇宝官网提供的资料，掌握
其经营模式，找到其发布在多家P2P
网站论坛的吸收不特定对象存款的
广告……渐渐地，石某创办该公司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全过程浮出水
面。

2013年，24岁的石某和一个朋
友注册成立了汇宝公司，注册资金
500万元是他找一家公司验资的，实
际账上根本没钱。随后，石某通过浙
江一家公司开设了“汇宝信贷”民间
理财平台网站，对外宣传汇宝公司
是新型的P2P投资模式，并在公司网
页上经常公布一些虚构的“某某公
司资金周转需要资金”“某某公司购
买原材料需要借款”等投资项目，并

承诺按期还本付息，年利率高达
20%，以此吸引众多网络投资者。
如果投资人看中了某一项投资

项目，只要在“汇宝信贷”网上注册
成为会员，并向自己的会员账户充
值后选择相应的项目、投资金额及
投资期限即可，按照双方约定，投资
到期后投资者可以选择提现或者继
续投资。
其实，汇宝公司并不具备相关

资质，它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
是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信息配对、实
业投资等，根本没有自我融资或众
筹等经营内容。为了提高汇宝的可
信度和应对全国各地赶来考察的投
资人，石某贷款买了1辆豪华奔驰
轿车，还向朋友借用宝马7系等高
档轿车，用于接待考察对象，还在汇
宝公司网页上贴出三大股东信息，

迷惑众多投资者。除了张先生，北京
一位投资者分两次将 300万元投
入汇宝。

据警方统计，投资10万元以
上的受害者就多达40多人，全国
共有243名受害人牵涉其中，其中
浙江、广东、上海的投资者最多，常
州本地也有10多人。石某累计吸
收公众存款高达 1700余万元。
2013年10月底，石某关掉公司，溜
之大吉。

2014年3月10日，石某被抓
获；2014年7月29日，王某被抓
获。2015年1月27日，石某、王某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新北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目前，办案
机关经过努力累计为受害人挽损
1453.3万元。

周律 朱昊 奚静文 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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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极易成为经济犯罪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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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汇宝公司投资 11万，只剩下两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