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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
讯员时俊超）不用砸窗也不
用撬锁，更不用技术开锁，
只是沿街挨个拉车门碰“运
气”，车门一开，就能轻松
盗走车内财物。甘肃男子马
某流窜至全州后，凭借这种
简单的手段屡屡得手。接到
群众报案后，全州警方通过
缜密侦查，充分发挥合成作战
优势，成功将其抓捕归案。10
月 29 日，马某因涉嫌盗窃被
当地检方依法批准逮捕。

2019 年 3 月至 7 月，全
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多次接
到群众报警，称自家车在车
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车内
财物离奇被盗。

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
指派城南及城关派出所迅速
赶至现场开展调查取证。民
警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这几
起案件作案手法相似，分析
嫌疑人应该是采取“拉车
门”方式实施盗窃，遂将这
几起案件并案侦查。由于这
几起案件都发生在深夜，案
发路段较为偏僻，没有监控
视频，且无目击证人，现场也
未留下其它有价值的线索，给
侦破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尽管如此，民警从未放弃
对案件的侦查。为了取得突
破，民警对重要路段进行了
大量走访，并加强对重点路
段的巡逻，力争发现嫌疑人
的蛛丝马迹。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民
警终于锁定嫌疑人身份信
息，发现该嫌疑人为外地
人，在全州居无定所，行踪
飘忽不定。为此，民警对嫌
疑人可能出现的路段进行布
控。功夫不负有心人，9月27
日下午，民警获悉嫌疑男子
出现在县城某网吧内，于是
立即将情况通报给城南派出
所，最后民警合力在该网吧
内将嫌疑人成功抓获。

经审讯，嫌疑男子对多
次采用“拉车门”的方式盗
窃他人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经查，嫌疑男子
马某，甘肃省康乐县人。案

发前，马某来到全州县城，
由于其手头拮据，无固定住
所，为满足日常开销，便趁
夜深无人之际，独自一人窜至
县城江南路附近，沿途拉车门
寻找“目标”，后发现一辆面包
车车门没关，遂快速潜入车内
行窃，将1部价值4000多元的
手机盗走，后以数百元的价格
变卖给路人，所卖钱财均被其
用于日常开销挥霍一空。

在尝到甜头后，马某便
多次以同样的方式在县城其
它路段车内盗得香烟、现金
等物品。马某为“节约”开
支，时常选择在便宜旅馆和
网吧度日。马某觉得自己选
择在深夜作案不会留下“把
柄”，侥幸认为公安机关不
会轻易找到他，但其没想到
全州公安早已盯上了他。

■相关链接

车主要养成

停车锁门好习惯
办案民警表示，许多司

机停车后，在习惯性摁下遥
控器后就径自离开，并未留
意车门是否锁上。为此，民
警特别提醒四点：

一、车主离开车辆时，要
将车内财物随身携带，不要在
车内留置现金、手提包、笔记
本电脑等贵重物品，以免犯罪
分子见财起意。

二、尽量将自己的爱车停
在有人看管、有监控摄像头的
地方，或是路灯光线较好的地
方，盗窃嫌疑人看到周围都是

“眼睛”看着自己，一般都不敢
下手。

三、要养成停车后检查的
好习惯，确保车窗车门关好锁
好。由于犯罪分子往往从车窗
入手，车主可通过安装报警器
等方式，提高爱车防盗性能。

四、遭遇此类案件时，
立即拨打 110 电话报警，保
留现场，方便警方第一时间
获取案件信息，提高破案效
率。

挨个拉车门碰“运气”

这个“捡漏”的小偷终于栽了

10 月 26 日，“第二届脊柱相关疾病诊疗经验暨中
西医结合微创脊柱外科学习班”在我市举办，标志着我
市骨伤疾病诊疗技术普及推广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此次学习班为自治区级继续教育项目，由桂林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办，桂林市、县各大医院及桂林
周边柳州、贺州、湖南等地区医院 200 多名骨科医学同
仁参加了学习交流。

本次学习班聘请了北京汉章针刀医学研究院、广东
省中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埌东医院、广西医科大学
二附院等单位的十多名专家授课，分别就脊柱、颈椎、
腰椎等骨科疾病的治疗进行授课，讲课内容精彩纷呈，
让参会学员受益匪浅。

在当天的学习交流中最引发关注的环节是桂林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任黄斌在该院实施进行的手术直
播（ SEESSYS 全可视化电磁导航脊柱内窥镜手术系统下
腰椎手术）。整台手术通过 1080p 高清术野摄像机和全
景摄像机采集图像信息，分别采集手术切口画面和手术
室全景的画面，黄斌主任全程与身处会场的多位专家保
持沟通与交流。这样结合手术操作示范和学术交流，让

参会学员身临其境。许多学员不仅聚精会神地观看手术
过程，还拿出手机记录下手术中的重要场景。通过主刀
医生现场演示及与现场专家的实时分享，大大提高教学
效率。

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任黄斌表示，当天
的手术过程只用了 20 分钟，患者能够尽早恢复。相比以
前，通过可视化电磁导航脊柱内镜系统，使得手术更精
准、更快捷，对患者的损伤更加小。在桂林地区，给大
量的患者带来了福音。组织开展此次学术活动，希望能
够把这样的技术向更多的医生和医院推广，让更多的患
者受益。

脊柱是支撑人体骨骼系统的重要组织，近年来随着
人们工作节奏加快及人口老龄化，脊柱疾病发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随着骨伤医学
技术的发展，运用微创技术在脊柱病治疗及康复上有着
极大优势和广阔的前景。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近年来
通过引进人才技术，在中西医结合微创治疗骨伤疾病方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该院引进了广西首台可视化电磁导
航脊柱内镜系统，并在全区率先开展脊智能化、精准化
医疗，收到良好效果。此次学习班的举办，为我市骨科
同仁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有利于提高我市脊柱疾病
的综合诊疗能力，推动桂北地区中西医结合骨伤医学的
发展，造福于广大骨伤病患者。 通讯员梁斌 文/摄

第二届脊柱疾病诊疗经验暨中西医结合微创脊柱外科学习班在我市举办

大会现场直播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主任黄
斌在广西率先开展的全可视化电磁导航脊柱内窥镜手术
系统下腰椎手术。

本报讯（通讯员秦璠 记者陆鑫）男子花
70 元嫖娼遇上“仙人跳”，对方竟然还是夫妻
搭档。今年 2 月，灵川两男子在定江镇某路口偶
遇一名女子向他们招手示意。禁不住诱惑，两人
先后上前去“寻欢”，却未想到被这名女子联合
同伙设了圈套，分别被敲诈勒索 900 元、 3100
元钱财。

今年10月28日，灵川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此
案，上演“仙人跳”的李某、周某、朱某等人，
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李某和朱某
还是现实中的夫妻。

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名被骗勒索的
男子姓张。今年 2 月某天，他在路边遇到了一名打
扮性感的女子朱某。这时，朱某主动向小张打招
呼，示意他过来“玩玩”，禁不住诱惑的小张马上动
了色念，很快和对方约定以 70 元的价格进行交
易，并跟随朱某走进了附近一间出租房内。

可就在朱某与小张完成交易后，李某和周某
随即进入房内，以朱某老公身份进行捉奸，以此
胁迫被害人赔偿，强行转走了小张手机微信内的
900 元。

此外， 3 名被告人又以相同手段将小杨也带
到了同一出租房内，并强行索取了3100元。

随后，小张、小杨相继报警，李某、周某、
朱某 3 人随即被民警抓获。近日，灵川县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李某、周某、朱某
敲诈勒索一案，被告人李某、周某、朱某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九个月、九个月。

法官提醒，“仙人跳”是指以卖淫嫖娼为幌
子，敲诈、偷抢嫖客谋取钱财的非法行为。此类
案件近年来逐渐增多，多发生在酒店、出租房
内，历来都是团伙犯罪以男女搭配等形式出现，
并通过手机支付等方式强行索取被害人钱财。想
远离“仙人跳”的陷阱，只有洁身自好。

本报讯（通讯员邬宇燕 蒋淞宇 记者刘净
伶）9月18日，市民李先生接到某网络购物平台
“客服”电话，告知他所购的商品缺货，让他按
照指定步骤退款。当李先生如法操作时，被骗走
卡里1 .8万元。

原来，所谓“客服”不过是诈骗团伙冒充的。近
日，兴安县公安局远赴福建，将涉案所有人员抓捕
归案。10月28日，兴安公安对外公布了案件详情，
据悉，该诈骗团伙还涉及100余起诈骗案。

市民李先生有好几年的网购经验了。今年9
月18日，他在网络购物平台买了一件外套。不
久就接到了自称该平台“客服”的电话。“客
服”告诉李先生，他所购买的商品缺货，只能取
消交易，让李先生办理退款。

通过该平台的聊天窗口，“客服”给李先生
发来一个网址。李先生打开网址，按照网页上的
提示填写了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随后他手机
立刻收到了一条验证码。李先生又按照“客服”
提示，在网页上输入了验证码，他银行卡内的
1 .8万元钱随即被盗刷走。

收到银行的短信余额提醒，李先生立刻明白
过来，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接警后，兴安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立即启
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机制，通过大量分析比

对工作，发现有数个可疑账户在福建省某地有相
关取款记录。兴安县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赶赴
福建，经过 20 多天的摸排调查，并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将犯罪嫌疑人林某、周某等 5 人抓获归
案，扣押银行卡 70 余张、现金 10 余万元、轿车
3 台、手机 10 余部。

据了解，该5人是以林某为主的家族式诈骗犯
罪团伙。其中主要诈骗犯罪嫌疑人林某，40 岁，福
建人，林某的妻子阙某以及阙某的弟弟，另外两名
诈骗犯罪嫌疑人也都是他们的亲戚和老乡朋友。

诈骗之余，林某还经营饭店，通过经营饭店
的现金流水，将诈骗得来的钱款“洗白”。而团
伙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周某，原本只是林某饭店酒
水的供货商，跟林某熟悉后，觉得诈骗“来钱
快”，也主动加入了林某的诈骗团伙。

10月18日晚上11点，兴安县公安局办案人员
将林某、周某等5人从福建带回兴安。该案件是兴
安县公安局第一起自主研判、主动出击、成功侦
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办案人员查看5人的资金
转账记录，发现还有百余起相关案件牵扯其中。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网民在网络购物时，不要轻信所
谓“客服”电话，也不要轻易点击所谓“网
址”，发现异常应立即向警方报案。

一女两男上演“仙人跳”敲诈勒索均获刑

冒充购物退款诈骗 福建犯罪团伙落网
幕后牵涉100余起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