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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琦

本报讯 自今年 8 月份以来， 每

逢雨夜， 书院、 彭镇、 万祥、 泥城等

郊区就有居民农宅家中遭窃。 近日，

浦东公安分局成功破获多起盗窃案，

抓获了这个专挑雨夜作案的毛贼。

据悉， 上述盗窃案案发时间都是

凌晨一至三时， 嫌疑人通过徒步穿越

大片农田后， 撬开农宅后窗户， 然后

脱下鞋子入室实施盗窃。 浦东公安分

局临港分区指挥部接到报案后， 立即

组织刑侦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 但是

由于嫌疑人选择在雨夜作案， 往往等

被害人发现自己家中遭窃已经是早

上， 许多作案痕迹都已经遭雨水冲

刷， 并且案发地均为农村偏僻处， 侦

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侦查员多次细致回访， 有一被

害人回忆起自己一件放在客厅的黑色

旧夹克被盗。 侦查员通过这一细节，

大胆设想嫌疑对象极有可能因雨夜作

案， 淋湿后感觉寒冷， 因此偷走夹克

用来御寒。 敢于设想就要付诸于行

动， 侦查员们扩大视频监控调阅范

围， 经过 40 多小时不间断海量视频

调阅后， 终于在距离被盗现场 3 公里

处发现， 有一身穿深色夹克男子沿着

马路由东向西行走， 该深色夹克与被

盗衣服相似， 且该男子凌晨 4 点， 独

自一人在雨夜里行走， 却没有雨具，

行为极其反常。 侦查员循线一路追

踪， 但嫌疑人进入监控盲区后失去踪

迹。

侦查员立即至嫌疑人消失处实地

踏勘， 发现此处有一公交站点， 且监

控显示嫌疑人消失两分钟后， 有辆公

交车驶过， 专案组判断嫌疑人极有可

能乘坐公交车逃离。 侦查员马不停蹄

赶往公交公司调取相关视频， 果然，

发现此男子确实登车， 身上所穿上衣

经被害人辨认就是被盗衣物。 再经沿

路循线追踪， 发现该男子在申江南路

沪南公路下车， 步行进入沪南公路旁

的一条小路内。 虽连日来不眠不休的

奔波， 让侦查员们已极度疲惫， 但这

一发现犹如一针强心剂又让侦查员们

倍感兴奋。 侦查员们立即组织力量对

现场周边进行走访排摸， 终于在沪南

公路旁一住宅内， 将有多次盗窃前科

的“雨夜大盗” 安某抓获， 并当场查

获部分被盗物品。

现安某已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也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近日， 金山交警

在巡逻时查获一辆无牌二轮摩

托车， 进一步调查发现该车驾

驶员竟是湖北警方正在通缉的

一名在逃人员。

11 月 19 日 10 时许， 金

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巡逻

至金山大道海凌路附近时， 发

现一辆无牌上路行驶的二轮摩

托车， 便示意该车停下接受检

查。 当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证

件时， 该男子称未带证件， 且

拒报身份。 民警将其带至事故

审理大队作进一步核查。 男子

称自己叫叶某某， 但民警进行

查询时， 发现显示的照片与本

人不符。 经进一步询问， 男子

终于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经

查， 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于 2017 年 1 月被湖北警

方上网追逃。 目前， 犯罪嫌疑

人许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于筱晴

本报讯 近日， 宝山一醉

驾司机肇事后还欲驾车逃跑。

恰遇两名交通辅警经过， 在公

交司机配合下， 警民联手将肇

事车辆和司机控制。 目前， 肇

事司机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1 月 15 日晚， 一辆黑色

小客车停靠在淞南路淞发路路

口西侧 50 米左右的非机动车

道上， 当公交驾驶员孙师傅驾

车从小客车左侧驶过时， 这辆

小客车突然启动， 剐蹭到公交

车。 孙师傅准备下车查看， 小

客车又突然倒车， 撞到后方行

道树， 又剐蹭到一辆小轿车。

孙师傅见肇事司机想跑， 于是

驾车拦住了肇事车辆的去路。

此时， 正好宝山警方巡逻经

过， 随即堵住了肇事车辆的后

路， 并和公交车驾驶员合力将

肇事车辆和司机控制。

增援民警到场后发现， 肇

事车内共有 3名乘客， 且酒气

冲天。 经检测， 肇事司机刘某

血液内酒精含量超过醉酒驾驶

的标准近 3倍。 目前， 肇事司

机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宝

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讯 昨天一早， 家住虹湾路

的田方静欣喜地发现， 自己家门口有

了一条新的公交线路。原来，在市交通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新开通的

公交 887路昨天开进了彩虹湾。 曾困

扰本市中心城区最大保障房基地彩虹

湾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得到缓解。

据了解， 为解决彩虹湾居民出行

难问题， 去年以来， 本市交通部门想

方设法， 整合资源， 先后将 160、

134 路等公交车开进彩虹湾。 今年

初， 有关部门又在彩虹湾召开居民座

谈会， 听取居民意见， 表示将尽最大

努力， 增开公交车， 方便居民出行。

此次新开的公交 887路， 就是落实当

时座谈会的一个具体举措。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6

月， 静安区人民法院共受理劳动争议

案件 1196 件； 审结 1194 件， 同期结

案率为 99.83%。 这是记者从近日静安

法院发布的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17年度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 （以

下简称 “白皮书”） 中获得的信息。

白皮书显示， 从审结的 1194 件

案件案由分布看，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数量最多， 高达 1055 件， 占 88.36%。

2017年度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引发的纠纷占比较高、

诉讼请求复合化趋势明显、 涉工伤、

工亡类案件劳动者权益被侵害问题突

出、 新类型案件日渐增多等特点。

据白皮书， 劳动争议案件中新类

型案件日渐增多。 涉及网约车、 网络

主播等基于网络平台运营的新业态案

件不断涌现， 民商交叉、 民刑交叉案

件频发， 涉及企业董事、 监事、 高管

劳动关系认定的案件日益增多。 而适

用于上述案件的法律法规仍有空白及

灰色地带， 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化解劳资纠纷， 静安法院依法

延伸审判职能， 积极指导用人单位合

规管理， 通过召开“上海静安区雇佣

合规裁审指导研讨会”， 以及向用人

单位发送司法建议等形式， 指导用人

单位切实完善举措， 规范操作流程，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同时， 2017 年 8 月， 静安区劳动争议

纠纷处理联席会议制度在静安法院正

式签署建立。 该制度旨在充分利用工

会调解、 人民调解、 仲裁调解、 法院

调解工作平台， 共同化解劳动争议纠

纷。 法院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与区

司法局、 区人社局、 区总工会的沟通

协调， 促进静安区劳动争议案件执法

尺度和裁判标准的统一。

此外， 白皮书还分析了劳动争议

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 并提出了进

一步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纠纷的建

议。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坐在对面的他， 硕士

毕业， 事业有成， 俨然一副成功人

士的模样。 可就是这样一位优质男

友， 受害者认定的“真命天子”，

为何总是在生活上时不时出现资金

周转的“不方便”， 需要受害者伸

出援手？ 近日， 松江警方成功破获

一起以征婚交友为名实施诈骗的案

件， 受害者被骗共计 56 万余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松江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2018年 8月 4日， 市民周小姐

在某个婚恋网站上结识了一名自称

为“苏哲” 的男子， 随后相约线下

见面。 几次相谈之后， 周小姐对眼

前这位自称从事珠宝生意的“苏

哲” 渐生倾慕， 不久， 两人正式确

定了恋爱关系。 8 月 24 日下午，

“苏哲” 第一次提起了一桩“难

事”， 他表示， 有笔 120 万元的珠

宝生意急需支付定金， 由于公司财

务外出旅游无法动用资金， 存在 20

万元缺口， 便向周小姐寻求帮助。

一心为解男友燃眉之急的周小姐信

以为真， 便通过银行账户向“苏

哲” 转了 20万元。

在随后两人相处的日子里，

“苏哲” 先后以买车、 旅游、 资金

周转为名多次骗取周小姐钱款。 此

外， “苏哲” 还趁周小姐熟睡之

际， 偷偷拿走现金港币 4 万余元，

人民币 2 万余元。 截至周小姐向警

方报案， 被骗总计 56万余元。

经松江警方侦查， 循线追踪，

查明了“苏哲” 的真实身份。 11月

17 日 17 时许， 民警在普陀区某大

厦内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 经审

讯， 吴某对其通过婚恋网站编造身

份结识周小姐并进行诈骗的事实供

认不讳， 他就职于一家整形机构，

所谓从事珠宝生意“苏哲” 的身份

也纯属虚构。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于筱晴

本报讯 近日， 一则“男子在小

区内碰瓷摔倒” 的视频在网络流传，

视频中一男子走在小区道路边， 看到

有私家车经过， 便主动触碰车辆反光

镜， 随后佯装摔倒。 记者昨天获悉，

闵行警方循线追踪， 成功查处了这起

诈骗案件， 男子黄某因涉嫌诈骗被警

方处以行政拘留 15日。

11 月 13 日， 闵行古美路派出所

社区民警在走访社区时， 居委干部和

保安反映小区内接连发生了几起交通

事故， 且交通事故都发生在早高峰，

几名车主在小区里行驶时都“撞到了

人”， 还赔了钱， 疑似有人碰瓷。 警

方迅速开展调查取证， 并收集受害人

信息， 梳理嫌疑人作案手法。

一名受害人表示， 当时他驾车从

小区驶出， 车速非常慢， 行驶过程

中， 反光镜确实被碰了一下， 下车一

看有男子摔倒， 之后男子提出赔偿

100 元。 自己想息事宁人就赔了。 后

来听说小区里还有几名车主也遇到了

同样的事， 才觉得可能是被“碰瓷”

了， 于是前来派出所报案。

经闵行警方侦查， 11 月 17 日，

在黄浦区一居民住宅内将“碰瓷” 男

子黄某抓获。 经查， 黄某现年 60 余

岁， 曾有诈骗前科， 目前无业。 据黄

某交代， 11 月 13 日早上， 他坐公交

车来到古美一居民区， 看到有车经过

身边， 主动去碰车辆反光镜， 先后成

功骗取了三名私家车主共计 800元。

□记者 汪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记者在

肇嘉浜路某弄看到， 一台废

弃的冰柜里面被扔了许多垃

圾， 几乎成为一个垃圾箱，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及时清

理。

“真命天子”借“燃眉之急”骗走56万
男子涉嫌在婚恋网上实施诈骗被刑拘

静安法院发布2017年度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

涉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业态案件增多

大雨之夜 他摸进农宅之中
浦东警方揭开“雨夜大盗”面纱

废弃冰柜几成垃圾箱

专挑早高峰在小区“碰瓷”
“戏精”男子被行拘

887路公交车开进

市区最大保障房基地

无牌上路还谎报身份
金山交警巡逻查获一在逃人员

醉驾肇事逃逸 警民联手围堵
宝山警方查处一起醉酒驾驶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