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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王洁）
被偷了东西，本应立即打电话报警。可
一时糊涂的邓某却选择去偷别人的电动
车。一念之差，他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
人，被民警抓获。

据介绍，案件发生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市民卢女士来到秀峰分局第二责
任区刑警大队报警称，她早前停在秀峰
区正阳街的一辆白色电动车被盗了，这
辆车子还比较新，价值 3000 多元。为
了尽快找回失主被盗的电动车，民警一
边开展走访摸排，一边查看天网监控。

最终，民警锁定了一名年轻男子，
而这个男子本身有正规工作，是一家传
媒公司负责人员培训的职工，收入也不

错。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盗电动车呢？
据邓某供述，案发当天中午他在文

化宫附近约朋友聚餐，吃完饭出来后他
发现自己的电动车不见了。这时，邓某
开始心理不平衡，恰巧卢女士的车子停
在一旁，周围没人看管，而且车子还没
有加锁。于是，邓某头脑一热就推着受
害者的电动车离开。随后，他在一家修
车店铺自称钥匙丢了，让店家换上新的
电源锁。

把车偷走后，邓某一直心有不安，
上班时也魂不守舍。果然，就在今年 1
月份，民警找上邓某并把他抓获。今年
1月10日，犯罪嫌疑人邓某因涉嫌盗窃
被依法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周毅
峰）男子韦某创建虚假赌博网站后，聘
用员工利用微信等聊天软件，诱骗他人
开通账户参与网络赌博，并在受骗者充
值达到较大数额时，封闭账号，将资金
划走，从中获利 30 余万……目前，七
星法院以韦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 年，罚金 3 万，刘某犯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罚金 2
万。一审判决后，两人以量刑过重提出
上诉。日前，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
解到，二审结果维持原判。

2018 年 8 月，韦某分别在象山区
安厦世纪城和七星区香山画苑小区里成
立了两个工作室，同年 9 月，他又通过
一个微信昵称叫“心灵的归宿”的人做
了一个名叫“金星娱乐”的虚假赌博网
站平台，并招聘了数十名工作人员为其
做事。韦某分配给招聘人员的主要工作
是，要求她们通过微信找人聊天，引诱
客户进入“金星娱乐”网页赌博。

2018 年 9 月底，受害人黄某在微
信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李某 1 ”的人，
随后被游说到“金星娱乐”网站进行赌
博。一开始，黄某赌运不错，接连赢了
不少钱。在对方引诱下，他不断向平台
充值。当年 10 月 19 日、 10 月 20 日、
10 月 22 日，分别转款 16600 元，

30000 元和 76000 元。后来，黄某申
请提现，可客服以各种理由敷衍，不给
其提现，直到最后把黄某拉黑。这时，
黄 某 惊 觉 自 己 上 当 ， 但 却 已 被 骗
122600 元，立即报警。

随后，陆续有两名市民向警方报
案。截至案发，三名受害人共计被骗人
民币 303149 元，除其中的 60000 余元
被公安机关冻结外，其余已被非法转移
占有。

被警方抓捕归案后，韦某交代，当
参赌客户所存入的赌金到一定数量时，
他便封死该参赌客户的账号，不准该客
户提现，并将该客户的资金转走占为己
有。

为逃避打击，他找到刘某帮忙办理
了一张他人银行卡来转移所获资金。待
刘某替其将钱从银行取现后，他向对方
支付好处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韦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款项人民币 303149 元，构成
诈骗罪；被告人刘拥权明知他人是非法
所得，且以其认知能力判断应当知道这
些非法所得有可能是犯罪所得，但其为
获取非法利益，仍帮助他人转移犯罪所
得 303149 元，情节严重，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1个月疯狂盗窃七起 最终落入法网

年关将近 绷紧“防盗弦”

电动车被盗后气不过

他竟效仿小偷偷车

本报讯（通讯员廖维玉 记者陈晓
东）为顺利跨省调运生猪获取利益，常
年从事生猪调运生意的江西男子付某伪
造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持伪造证明
从全州县调运生猪违法出广西，结果被
抓现行。近日，经全州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该县法院以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判处付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
金一万元。

现年 45 岁的付某系江西省高安市
田南镇罗家村委人，常年从事生猪调运
生意，经常跨省调运生猪，从中赚取差
价。 2019 年 4 月以来，全国非洲猪瘟
疫情高发，各地方均停止出具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为此，付某的生意受到暂时
影响。

为顺利跨省调运生猪获取利益，付
某有一次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电线杆上

得到一个办假证的电话，于是便记录下
来。随后，付某通过微信联系办假证的
人，向其提出购买空白的动物检疫证明
（动物 A ）的要求。在支付了 300 元
后，办假证人员通过网络将假的电子文
本发送给付某。随后，付某到复印店进
行打印伪造。

2019 年 6 月初，付某在全州县一
生猪养殖场购买了几百头生猪，准备运
回江西自家生猪基地暂时存放，待价格
回升时再转卖外省。 6 月 11 日，付某
将伪造好的两张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交
给司机罗某。 6 月 13 日，罗某携带此
假证从全州县咸水镇一养殖场装运生猪
出广西境内时被查获，伪造的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也被当场收缴。 8 月 22 日，
付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为调运生猪赚差价

一男子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获刑

本报讯（通讯员时俊超 记者蒋
璇）临近春节，为给辖区群众营造一个
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严防恶性刑事案
件和重大社会治安问题的发生，不断提
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13 日晚，全
州警方集结 300 名警力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锁城门”大清查统一行动，集中打
击“黄赌毒”、“盗抢骗”、“涉枪
爆”及突出交通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
护辖区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行动中，所有参战警力坚持以社会
面清查为重点，结合卡口盘查、治安巡

逻、消防检查等工作，对宾馆、夜宵
摊、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清
查，对途经出城卡口的可疑人员和车辆
进行逐一检查。据该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统计此次行动，一共盘查过往车
辆 256 台，清查宾馆 58 家，网吧 8
家， KTV 娱乐场所 10 家，夜宵摊 56
家，出租屋 188 间，足浴按摩场所 22
家，查处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29 起，
抓获吸毒、聚众斗殴等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 6 人并处以行政拘留，达到了预期
效果。

本报讯（记者陆鑫 通讯员吴金
华）去年12月12日，平乐县公安局抓
获了一名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陶
某。他年近而立之年，却一直不务正
业，一直以盗窃为生，从去年3月至4
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在平乐县入室盗
窃七起。民警表示，一些市民的防盗
盲点成了陶某轻易得手的先决条件。
为此，民警提醒，年关将近，一些防
范意识务必到位。

据民警介绍，陶某被抓获的时间
是去年12月12日，随着案情深挖，民
警才逐渐了解到陶某的整个作案过

程。据陶某交代，他第一次作案是
2019 年 3 月在平乐县阳安乡。当时他
囊中羞涩，偶然发现一栋三层水泥房
内无人，院子、窗子也没有上锁。于
是，他壮着胆子进入客厅，把抽屉里
若干现金、一台液晶电视、几瓶酒、
饮料分批盗走。

这次得手后，让陶某尝到了甜
头，于是他频频在阳安乡作案，专门
选择没有锁门的房屋进行盗窃，仅在
3月到4月间就一共得手七次。盗窃现
金金额从1000元到6800元不等，同时
还把屋里液晶电视、香烟盗走。

目前，陶某已被依法刑拘，正在
等待进一步处理。

民警将陶某抓获后，发现其并没
有掌握所谓的开锁技术，或是有团伙
之间互相周密的配合。他之所以能频
频得手，主要是因为这些被盗者本身
的防盗意识太过薄弱所致。

民警在逐一核实案件过程中发
现，这些被盗家庭大多是一些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的家庭，且受害者被盗
后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报警。加
上当地治安案件低发，村民防范意识
相对薄弱，民间多有“夜不闭户”的

习惯，很多时候房门都没上锁，这也
给陶某作案提供了条件。

平乐警方在年前破获这起盗窃案
件，为辖区居民挽回了损失，震慑不
法分子。年关将近，民警为此提醒市
民，务必加强防范避免类似案件再发
生。

民警表示，自家房门、窗户、排
气口等要经常检查，家中不放大量现
金、首饰等贵重物品。睡觉或外出
时，关闭好住宅门窗。同时还可以用
拉上窗帘、点盏小灯、开启电视等
“小技巧”，让不法分子望而却步。

诱骗他人参与网络赌博
冻结账户吞掉赌资
男子诈骗 30 余万 被判入狱 6 年

全州警方开展“锁城门”行动
行拘6人 查纠交通违法29起

民 警
在 对 驾 驶
员 进 行 酒
测 。 （ 全
州 警 方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