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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周敏

本报讯 日前， 静安交警在例

行酒驾检查时， 遇到一名强行冲卡

的司机。 肇事者不仅拒不配合检

查， 还冲顶辅警一路逃逸， 致使辅

警受伤。 目前， 犯罪嫌疑人倪某因

涉嫌妨害公务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

8 月 15 日凌晨， 倪某独自驾

驶一辆银色大众轿车由北向南行

驶， 见到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二

大队民警正在成都北路威海路口设

卡检查酒驾， 便立即绕开准备加速

驶离。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交警屈

鹏飞的注意， 于是屈鹏飞立即将其

拦下， 让其停车熄火接受检查。

然而， 倪某停车后却拒不配合

交警执法。 交警对其进行了 10 余

次警告， 倪某却置若罔闻， 不但不

打开车窗， 还突然一脚油门， 直接

驾车冲撞执勤人员。 原本站在车辆

左前方的辅警张盼盼， 在避无可避

的情况下只得趴在机盖上被一路顶

着前进。 屈鹏飞见状赶紧征用了一

辆途经的出租车紧随其后， 就这样

交警沿着茂名北路一路追踪。

此刻的倪某不但不听停车警

告， 还不断提速， 时速一度达到

60 公里。 事后据倪某交代， 当天

晚上他和朋友喝了点酒， 开车回

家时看到交警设卡查酒驾， 被拦

下后， 因为担心被抓， 所以就开

车闯卡了。 当问及为什么要顶着

检查人员一路逃逸时， 倪某却说，

当时自己没有留意车前方有人，

直到车辆起步才发现。 后来一心

只想着逃， 所以也就没有顾那么

多， “带着” 机盖上的人就一路逃

逸了。

民警一路追踪， 终于在重庆中

路淮海中路路口将倪某再次拦停，

此时的倪某却仍旧不肯下车接受检

查。 最终， 交警只得利用破窗器将

汽车后车窗破开， 进入车内将其控

制。 倪某的酒精测试结果为 38.6 

mg/100mL， 属于酒后驾驶， 且倪

某拒不配合接受检查， 冲闯卡点，

涉嫌妨害公务。

经检测， 辅警张盼盼身上多处

软组织挫伤， 构成轻微伤。 现犯罪

嫌疑人倪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被

静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根据 《刑

法》 第 277 条规定， 倪某可能将面

临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罚金。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讯 为了评职称花钱发论

文， 不料 20 余万元却成了他人的

购房首付款。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张

某批准逮捕。

去年 6 月， 被害人刘华 （化

名） 得知有朋友通过嫌疑人张某的

帮助， 成功在 S 杂志上发表了论

文。 为了评职称， 刘华就联系了张

某， 并得知要先付 500 元的定金，

再安排审稿， 审稿通过以后就要付

清尾款。 沟通中张某表示， 最快也

要到当年 11 月才能发表第一篇论

文。

想着朋友的文章都发出来了，

刘华就同意了张某的要求。 于是，

在此后的半年内， 刘华及其朋友先

后将 27 篇论文发给张某， 其中 23

篇都付了尾款， 共计 22 万余元。

2018 年 11 月， 到了论文该发

表的时间， 刘华却没有看到任何一

篇论文发在某杂志上。 “杂志社的

答复是从来没有人送过我的论文去

审核。” 刘华马上就联系了张某，

张某则让其再等等， 称论文过两天

就能在网上查到。

一周过去后， 刘华仍没查到论

文。 此时， 他才从张某处得知所有

的论文都不能发表， 而且张某也没

有钱退还。 在刘华的警告下， 张某

主动联系刘华到其老家面谈退款的

事情。

见面后， 刘华才得知张某已经

把钱都用掉了， 其中一部分用来付

房子首付。 刘华随后报警。

到案后， 张某辩称， 是因为杂

志社从 2018 年 11 月开始提高了文

章录用标准， 才导致刘华的文章不

能发表。 并称在其收取款项的时

候， 所有论文审稿都已经通过了，

按照以往的情况是可以发表成功

的， 所以他就先用这些钱付了购房

首付。

经审查发现， 2015 到 2017 年

间， 张某确实与杂志社工作人员合

作帮人发表论文， 但成功刊发的几

篇论文中没有刘华提供的文章。

2018 年 6 月， 张某再次找工作人

员合作时， 被直接拒绝了。

承办检察官认定， 张某在明

知不能在某杂志社发表论文的情

况下， 谎称有能力发表， 并欺骗

刘华已经审稿通过可以录用， 骗

取刘华的钱款， 其行为已涉嫌诈

骗罪。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高温天小小碰擦事故

僵持不下，经民警悉心调解，车主最

终以各出100元给派出所买水的方

式解决纠纷。纠纷解决了，当事人网

购的5箱矿泉水却让民警犯了难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 嘉定公

安分局叶城派出所近日在门口设立

起一个“爱心水站”，为高温天在附

近工作的环卫工以及过往有需要的

群众提供饮水服务。 记者获悉，今

后，这个“爱心水站”将长期继续下

去，将爱民便民服务进行到底。

8 月 13 日上午， 两名车主因

车辆发生轻微碰擦， 各不相让闹到

派出所。 当天天气炎热， 双方僵持

不下， 火气难免上来， 经派出所民

警耐心调解， 两人逐渐对民警细致

调处工作产生敬佩之情， 最终决定

以各出 100 元给派出所买水的方式

握手言和。

这样的结果令民警大感意外。

两人网购的 5 箱矿泉水怎么处置？

征得两名当事人同意后， 派出所在

门口设立了一个“爱心水站”， 为

高温天在附近工作的环卫工以及过

往有需要的群众提供饮水服务。 今

后， 这个“爱心水站” 将长期继续

下去， 将爱民便民服务进行到底。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上海一中年男子， 好

逸恶劳又想一夜暴富。 在徐汇区某

彩票店以刷卡等为幌子， 大肆购买

数千元彩票， 发现没有中奖后才将

自己身无分文的情况告知店主， 面

对这种无赖， 店主无奈之下， 选择

报警。 近日， 该男子因涉嫌诈骗被

徐汇警方刑事拘留。

今年 7 月 18 日晚， 在徐汇区

经营一家彩票店的王女士打电话报

警， 称一男子在店里购买了大量彩

票， 却不肯付账， 枫林派出所民警

立刻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原来在当天早上， 店里来了一

名中年男子， 购买一种“11 选 5”

的彩票。 男子一开始和王女士说其

要买的彩票数量比较多， 等全部买

好一起刷卡付账， 店里原来也有这

样的顾客， 于是王女士就同意了。

没曾想该男子在彩票店一买就

是一天， 彩票也越买越多， 一直等

到傍晚， 该男子已经购买了 173 张

彩票， 而且彩票没有中过奖。 在这

期间王女士也向该男子催讨让其付

账， 男子却以卡内余额不足， 让朋

友送钱的理由搪塞。 一直等到彩票

店准备关门， 购买的彩票数额已经

达到了 5300 元， 该男子却和王女

士说他身上没钱， 也不想付账。

经询问， 男子刘某承认， 其身

上一分钱也没有， 更没有工作， 于

是就想出靠买彩票发财的计划， 至

于彩票的费用如何支付， 男子根本

没有考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公轩

本报讯 近日， 杨浦警方经过

1 个多月的细致侦查， 成功侦破一

起通过网络“刷单” 骗取企业补贴

和奖励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一举

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

今年 6 月， 某网络购物平台运

营公司对正在开展的“网购优惠返

现” 营销活动进行抽检时发现， 有

人在该公司网购平台大量注册虚假

账户， 利用新用户购物优惠骗取补

贴和现金奖励。 经初步统计， 此类

异常交易造成经济损失达数十万

元。 公司随即向杨浦警方报案。

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平

凉路派出所成立专案组， 通过梳

理， 侦查员发现看似正常的交易订

单中，混杂有大量“刷单”。“这种以

注册虚拟用户‘刷单’骗取企业营销

资金的手法， 是典型的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行为。”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

队反侵财队队长施荣敏表示。

经进一步调查， 警方确认具有

异常特征的约 1.8 万余单快递投递

区域均位于四川成都。 为此， 专案

组立即赶赴四川开展调查工作。

走访后， 专案组发现， 虽然这

1.8万余单快递下单用户各不相同，

但相关购物费用却均由报案公司在

成都地区负责商品投递的快递员高

某、包某等10余人的银行账户支付。

通过深入调查， 侦查员发现，

通过享受平台补贴， 高某等人仅以

10 余元的价格就能网购原本价值

30 余元的牛奶、 纸巾等产品， 并

就近兜售赚取差价。

不仅如此， 高某、 包某通过微

信群， 向工友传授所谓的“刷单”

技巧。 工友李某等人也开始参与

“刷单”， 有时一天就要下近百单。

7 月 19 日， 在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 专案组一举抓获高某、 包

某、 李某等 14 名犯罪嫌疑人。 到

案后， 高某、 包某等人如实交代了

通过注册虚拟用户并伙同他人采用

“刷单” 方式， 骗取网购公司奖励

金和首单补贴， 累计非法牟利 60

余万元的事实。

犯罪嫌疑人高某、 包某、 李某

等 14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少杰 刘晓宇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公安

处无锡站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诈骗案

件， 犯罪嫌疑人杨某自 2018 年 7

月至今以买短乘长的方式恶意逃票

480 余次， 涉案金额近 2 万元。 目

前， 杨某因涉嫌恶意诈骗铁路票款

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并

被纳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 限制购

买车票 180 天。

根据线索， 无锡站派出所发现

男子杨某长期往返无锡至上海区

段， 但杨某购买的车票多为上海站

至上海西站、 无锡站至无锡新区站

的短途票， 购票记录与实际乘车情

况有较大出入， 初步判定杨某有恶

意逃票的嫌疑。

8 月 15 日， 无锡站派出所民警

发现杨某再次购买了上海站至上海

西站的车票， 便从上海火车站跟随

杨某上车。 在车上， 民警发现杨某

通过躲在卫生间等方式逃避列车员

查票， 一路逃票至无锡。 杨某出站

后民警立即上前盘问检查， 发现杨

某持有一张用本人身份证购买的上

海至上海西 G7260 次车票， 还有一

张用其他人身份证购买的苏州至无

锡 Z92 次车票。 随后， 民警从其包

内找到了 14 日至 19 日期间的类似

车票 10 张。

30 岁左右的杨某， 研究生学

历， 家住无锡， 在上海某公司当工

程师。 据杨某交代， 他经常乘坐

“上海西站至无锡站” 区间段列车。

由于同一身份证无法购买同一天同

一趟车次的多张车票， 杨某一般用

自己的身份证购买“两头票” 的进

站票， 用亲属的身份证购买出站

票。 被查获的苏州至无锡 Z92 次车

票正是用其岳父的身份证购买的。

因工作原因， 杨某每个月大约

有 20 天需要往返无锡和上海。 刚

开始时， 杨某也是规范买票乘车，

但从 2018 年 7 月起杨某就以买短

乘长的方式逃票。据杨某称，这样投

机取巧的方式每次可省40余元，一

个月下来可以省下1600余元。 目前

该案现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汪昊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日前记者在永

嘉路看到， 在

一小区门口，

放置了一个爱

心饮水桶， 留

给有需要的人

饮用。 为了加

强环保意识，

供水者取消了

提供一次性纸

杯， 既献爱心

又提 倡 了 环

保。

图为供水

者特别提醒从

我做起， 支持
环保

买短乘长 逃票480余次省近2万元
男子涉嫌诈骗被刑拘，纳入铁路失信人员名单

“刷单”骗取企业营销资金 警方抓捕14人高温天车辆碰擦 两小时调解“降火气”
派出所“爱心水站”便群众

爱心赠饮现街头 取消纸杯更环保

男子身无分文买173张彩票想发财
事后“赖账”，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男子酒驾拒检查 冲顶辅警一路逃逸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拘

为评职称花钱发论文 不料成了别人购房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