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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吴金
华）平乐县平乐镇月城村有一间废弃已
久的民房，因长期无人居住，门前已长
出不少杂草。可今年 2 月以来，这间
废弃民房突然热闹起来，常有人进进出
出。民警介入调查发现里面藏着赌窝。
3月 8日，民警对此窝点进行清查，一
举抓获涉赌人员 35人。
据民警介绍，这间民房位于月城村

东面，是一间一层砖房，房顶是简陋的
木架搭成的。今年 2 月，当地村民反
映，这间废弃民房有些蹊跷——— 原本是
门可罗雀，现在突然“宾客盈门”，而

进进出出的都是外村人。
2月底至 3月初，平乐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民警多次对这间民房进行摸
排，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电子游戏赌博
窝点，有人利用定制的“打鱼机”进
行赌博，不少附近村民参与其中，有
些甚至一天就输掉成百上千元。
3月 8日，平乐县公安局对该赌

博窝点进行清查，抓获涉赌人员 35
人，“打鱼机” 20余台。
目前，该案已依法刑事拘留 5

人，行政拘留 20 人，受到其他处罚
10人。

本报讯（首席记者申艳 通讯员陆
英鸿）全州男子唐某为掩盖自己驾驶证
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行为，先是报堂哥的
身份证号欺骗交警，随后干脆把堂哥喊
过来，互换外套想蒙混过关，但没有得
逞。 3月 12日，唐某来到兴安县交警
大队接受交通违法处理。
3月 6日晚上 8点 30分左右，正在

辖区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的兴安县交警大
队民警拦下一辆中型普通客车，该车属
于桂林市金盛客运公司，驾车男子称自
己没有携带驾驶证和身份证，并说了自
己的身份证号。民警查了那个身份证号，
对比上面的照片发现不是眼前这名男
子，便将他带到执法服务站进一步调查。
这时，驾车男子又改口说自己记不

清身份证号了，提出让堂哥把驾驶证送
过来。一个小时后，驾车男子的堂哥手
持驾驶证来到执法服务站，驾车男子迎
了上去，接过驾驶证转交给民警。民警
一看，发现那本驾驶证不是驾车男子
的，明显是驾车男子堂哥的。驾车男子
眼见难以蒙混过关，便和他堂哥走出执

法服务站。不一会儿，驾车男子的堂
哥手持那本驾驶证又走进执法服务
站，这次他与驾车男子互换了外套，
然后假装镇定地跟民警说：“我的驾
驶证拿过来了，你们帮处理下。”
“你不就是驾车男子的堂哥吗？

你以为穿上他那件红黑相间的外套我
们就认不出来？你拿自己的驾驶证给
别人使用，我们可以处罚你的。”民
警当场拆穿他们的把戏，驾车男子的
堂哥赶紧把驾驶证收进口袋，离开了
执法服务站。
当晚 10点 10分左右，驾车男子

又来到执法服务站，这次他拿了自己
的驾驶证，说自己是全州县凤凰镇
人，姓唐， 34岁，只有 C1驾驶证，
并承认自己先前喊堂哥来顶包、掩盖
自己驾驶证和准驾车型不符的交通违
法行为。
3月 12日，唐某在桂林市金盛客

运公司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兴安交
警大队，接受了对他交通违法行为所
作的罚款 1500元、记 12分的处罚。

交通违法找堂哥顶包 互换外套被识破

废弃民房成“打鱼场”35名涉赌人员落网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陈缵
茂）因一时贪念，四旬男子陈某取走他
人遗落的银行卡中的 6000元钱。十天
后，陈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日
前，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定陈某
犯信用卡诈骗罪，鉴于其系自首，并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退还了赃款，遂
判处其免予刑事处罚。
2017年 10月 23日 14时许，陈

某来到嘉会镇农村商业银行 ATM机取
款。正打算插卡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取
款机里面还有一张未取出的银行卡，而
且还停留在取款页面。陈某见状，一时
间便起了贪念：“反正要取钱，何不直
接取别人卡里的钱呢？”随后，他将卡
内剩余的 6000元钱分四次全部取走。

得手后，他很快就将钱挥霍一空。
钱花光了以后，陈某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这可怎
么办才好？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当年 11 月 2 日，他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
将所获赃款全部退还给被害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拾得他人

遗留在自动柜员机里的银行卡后，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取他人存款人民
币 60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鉴于其犯罪后自动
投案，系自首，并如实交待自己的犯
罪事实，积极退赃、自愿认罪，且犯
罪较轻，可酌情从轻处理，遂作出上
述判决。

盗刷他人银行卡 主动自首获免刑

本报讯（记者陈晓东 通讯员邓志
芳）拖拉机属于机动车辆，按照规定必须
购买交强险。荔浦县村民罗某的拖拉机未
购买交强险，去年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
警部门认定，罗某虽在事故中无责任，但
受害人起诉后，荔浦法院一审判决罗某赔
偿 1 . 2 万元。此案诉至桂林市中院后，
中院维持一审判决，罗某仍想不通。经法
官耐心释法，近日，罗某将赔偿款送到了
法院。
去年 3 月的一天晚上，龙某驾驶小

型普通客车由马岭镇往荔浦县城方向行
驶。当龙某在超越同向前方车辆时驶过左
侧车道，与对向由廖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
发生碰撞。发生碰撞后，廖某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又与电动三轮车后罗某驾驶的大中
型拖拉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廖某十级伤
残。
事发后，交警部门认定，龙某承担此

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廖某承担次要责任，
罗某无责任。
由于罗某驾驶的大中型拖拉机未购买

保险，廖某就交通事故赔偿一事与罗某协
商未果，遂向荔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其索赔因交通事故产生
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
理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 30余万元。

荔浦县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判决保险
公司赔偿廖某 20余万元，罗某承担 1 . 2
万元。
“罗某的大中型拖拉机属于机动车

辆，应当购买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
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
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案主审
法官、荔浦县法院民二庭胡海淘介绍。
胡海淘说，一审时，罗某认为自己

没有责任，开庭都不到场。在领到判决
书后，他还是十分不解，对自己无责还
要赔偿有次要责任的廖某想不通，并坚
持不予赔偿。
“案件后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了罗某需承担 1 . 2万元赔偿的
判决。”胡海淘说，二审判决下来后，
他们对罗某进行释法说理，告知其大型
拖拉机因未购买交强险，虽然在本次事
故中无责任，但依法应承担无责赔付的
交强险限额 1 . 2万元。 7日，罗某最终
同意赔偿廖某，并把 1 . 2万元赔偿款交
到法院。

拖拉机没买交强险 事故无责也要赔款

恭城一通信公司基站的电池被盗 警方揭开蹊跷案情

维修人员监守自盗
还玩贼喊捉贼

恭城一通信公司的维修人员盗走基站 4个电池，不忘报警“避嫌”，还
帮办案民警分析案情和盗贼的想法，明明是监守自盗，还玩贼喊捉贼。 3月
12日，办案民警向记者介绍了这起盗窃案件的破获过程。

3 月 3 日下午 5 点多，恭城瑶
族自治县公安局西岭派出所接到报
警，辖区一通信基站发生了盗窃， 4
个电池被盗，价值 4000多元。办案
民警蒋桃毅和同事迅速赶了过去。
报警人是一名姓李的男子，他说自
己是这家通讯公司的基站维修人
员。当天下午，他过来基站检修，
发现大门被撬，随后发现电池被
盗。
“他告诉我这些电池是停电时

才会启用，平时处在备用状态，还
说每个电池上都安装有 GPS 定位
器。”蒋桃毅说。李某给蒋桃毅的

第一印象是为人很热情，他拿着 3
月 3 日的 GPS 行踪轨迹图告诉民
警，小偷在到处乱转，估计是在找
地方把电池转手。
从李某提供的电池 GPS行踪轨

迹来看，电池消失的地方是在阳朔
县葡萄镇。李某还从专业角度给蒋
桃毅分析了电池 GPS轨迹消失的几
种可能性。
让蒋桃毅觉得异常的是，尽管

有电池在恭城县城的 GPS轨迹，但
却没有从案发现场到恭城县城的轨
迹，说明电池并不一定是 3 月 3 日
当天被盗的。

一般情况下，基站电池 GPS轨
迹异常时会发出警报。蒋桃毅从通
信公司了解到，有员工反映， 2月
13日曾听到警报声，因时间短暂而
没有太上心。随后，警方通过技术
手段调查证实那 4块电池是 2月 13
日被盗的，当天李某曾驾驶公司的
皮卡车进出过基站。
蒋桃毅没有惊动李某，转而去

寻找那些电池的下落。根据电池的
GPS轨迹，收受那些电池的周某浮
出水面。周某是恭城人，他声称自
己身在湖南，电池是他 3月 3日从
男子张某那里收来的，原本想拉到
桂林市区转手，但因知道电池来路

有问题，越想越害怕，经过阳朔葡
萄时就丢掉了。根据周某提供的地
点，民警从一处水塘内打捞到了电
池。
随后，蒋桃毅又找到张某，张

某承认电池是从李某手里买来的。
3 月 8 日，李某顶不住压力，

来到西岭派出所投案自首。在派出
所见到蒋桃毅等民警时，李某显得
很尴尬，他说自己偷了基站的电
池，还抱着侥幸心理想迷惑办案民
警，没想到终究没能得逞。
目前，李某已被恭城警方刑事

拘留。
首席记者申艳 通讯员蓝石生

蛤员工报警基站失窃

蛤监守自盗被揪出来

抓捕现场。
通讯员吴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