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民警， 我办公室里

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盗了！ 刚才有

家电脑店打电话给我说， 我的笔记

本在那里， 你们赶快去呀。” 近日，

徐汇警方在热心店主的配合下， 抓

获一名盗窃犯罪嫌疑人。

5 月 22 日 9 时许， 李小姐到

田林新村派出所报警称： 其放置在

办公室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被盗了。

5 月 23 日一早， 李小姐拨打了承

办民警吴融浩的电话， 说刚才接到

某二手电脑回收店老板的电话， 被

盗的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出现了。

田林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开展

侦查， 经向店主了解， 5 月 23 日 9

时许， 一男子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出售， 但是没有与电脑相关的发票

以及购买记录。 在检查电脑的过程

中， 店主发现百度网盘的一个手机

账号， 便询问其账号信息， 但该男

子辩称是以前用的手机， 密码忘记

了。 这个回答让店主起了疑心， 就

偷偷地用手机拨通了百度账号上的

手机号码。 很快接通了被害人李小

姐， 店主让李小姐赶快报警。

民警根据店主提供的线索， 于

当天 12 时许在某超市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 到案后， 嫌疑人夏某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交代， 几天前

无意中获知了李小姐公司的门禁密

码， 便于 5 月 22 日晚潜入李小姐

的办公室翻找， 偷走了办公室内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 目前犯罪嫌疑人

夏某已被刑事拘留。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姚均

本报讯 谎称自己是高管，其

实是无业已久，更令人诧异的是，该

男子竟在 5 月 20 日同时向至少 7

名女性发送了“520”的专属红包。近

日，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龙

柏派出所破获一起婚恋诈骗案，嫌

疑人以恋爱为由向被害人郑女士

“借款”68万元，并几乎挥霍一空。

5 月 15 日， 龙柏派出所门口

来了一名女士。 闵行公安分局虹桥

龙柏派出所第一警务责任区副警长

戴佳伟获悉， 这位姓郑的女士于今

年 2月份通过微信附近的人功能认

识了一名 30 岁李姓男子。 李某自

称是某知名企业的首席战略官， 相

知的 3个月里面不断以投资口罩工

厂、 爷爷需要抢救、 爷爷去世需要

丧葬费等种理由陆续借款。 李某给

过郑女士 68 万元的借款合同， 还

提供了其有能力偿还债务的银行流

水证明， 郑女士开始迷惑自己的遭

遇是否需要报案。 当她看到网络上

“怒吼的戴 Sir” 视频， 觉得自己和

那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很相似， 便找

到了戴佳伟。

警方对该男子展开了调查后发

现， 李某已婚， 无业已久， 从未有

过“高管” 履历。 而李某与郑女士

认识的 3个月内， 根本没有一笔资

金流向可能的投资项目， 其日常花

销令人咋舌， 经常出入各种高消费

娱乐场所。 通过银行部门的鉴定，

李某提供给郑女士的所谓银行流水

单也是假的， 李某根本不具备还款

能力。

据此， 5 月 22 日傍晚， 警方

在李某家中将其抓获， 李某当场承

认了犯罪事实， 民警在搜查中甚至

发现李某在 5 月 20 日同时向至少

7 名女性发送了“520” 的专属红

包。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男子因朋友邀约，相

聚唱歌。谁料醒酒之后，包间里只剩

自己，无奈之下，自摸腰包买单。 事

后，他越想越气，竟报警谎称 KTV

有不法行为。

5 月 27 日 20 时许， 中年男子

孙某和几个朋友相聚 KTV 唱歌。

其间，孙某多饮了几杯，不胜酒力，

窝到包厢沙发上小憩， 谁知这一眯

眼，睡了 2个小时。 睡醒起身时，服

务员让孙某买单。 孙某便与服务员

争论了一番，可最后，还是把账单付

清离开。

不过，孙某无法接受让他做“冤

大头”付钱买单的事。 于是，他拨打

了“110”报警，谎称“KTV”有不法行

为。接报后，浦东公安分局周浦派出

所民警赶赴现场处置， 经核查及排

摸， 明确该警情属于谎报。 6 月 1

日， 民警传唤孙某到派出所接受询

问。经询问得知，孙某因不满让其买

单，便拨打“110”谎报警情。目前，孙

某已被浦东警方行政拘留， 其本人

也对报假警的违法行为懊悔不已。

□吴悠 摄影报道

本报讯 6 月 8 日上午， “相

信未来 逐梦前行”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在徐汇校区学勤路举行。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注定让今

年的毕业季不同寻常。从“云课堂”、

“云就业”到“云答辩”，学校多措并

举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学校将以

“1+18”模式，以学院为单位分 4 批

次陆续举办 18场院级毕业典礼，为

5000位毕业生现场送别。 校级毕业

典礼也通过直播， 邀请毕业生及其

家长、校友、教师“云观礼”，共同见

证难忘时刻。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奉贤警方依托

“两法衔接”， 加强与烟草部门衔

接， 连续查处两起非法经营香烟案

件， 同时加强了业务练兵， 严厉打

击犯罪。 目前， 犯罪嫌疑人郏某、

於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 均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今年 5月初， 奉贤公安分局海

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开展走访过程

中接到群众反映称： 有一个叫郏某

的男子平时行为反常， 该男子明明

自己不开店， 也没有相关烟草专卖

许可证等， 却经常四处经营香烟。

海港派出所立即就此情形会同烟草

部门一起展开调查， 于近日在辖区

万顺路一住宅内抓获嫌疑人郏某，

并当场查获中华、 牡丹等卷烟 108

条， 价值 2万余元。 经审讯， 犯罪

嫌疑人郏某交代了其于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 在没有烟

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倒卖卷烟的

犯罪事实。

同样在 5月初， 分局金汇派出

所也通过群众举报， 会同烟草部

门， 在本市松江区抓获涉嫌非法经

营卷烟的犯罪嫌疑人於某， 并在其

暂住地内共查获各式卷烟 575 条，

涉案价值达 10 万余元。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於某交代了其于今年 3

月初， 在没有烟草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 从他人处进购 600 余条各式

香烟， 销售牟利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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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嘉剑轩

本报讯 “‘笑气’ 不是毒品，

危害却不亚于毒品。” 出庭公诉的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晓兰在

庭审中说。 近日， 嘉定检察院对一

起非法经营一氧化二氮即“笑气”

案提起公诉。

2019年 3月至 9月间， 被告人

刘某向微信名为“冰激凌 XXXX”

的上家手中购得“笑气”， 并将其

放置于一处迷你仓库。 后刘某通过

微信等方式向他人转售“笑气” 牟

利， 由张某高、 张某雄 （另案处

理） 二人代为发货。 至案发， 共计

销售金额人民币 25 万余元。 2019

年 8 月 8 日， 公安机关查获该迷你

仓库及张某高处查获未销售的“笑

气” 28箱共计 16800元， 经鉴定含

有一氧化二氮成分。 同年 9 月 21

日， 刘某被抓获。

记者了解到， “笑气” 最早是

作为麻醉剂使用， 后来又成为食品

工业添加剂， 多用于蛋糕制作。 直

接吸食“笑气”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

不可逆的损伤， “笑气” 进入血液

后会导致人体缺氧， 长期吸食可能

引起高血压、 晕厥， 甚至心脏病发

作。 在该案中， 卖家刘某是个刚满

23岁的小伙子， 大部分买家年龄也

在 17 岁至 24 岁之间， “觉得好

奇” “朋友推荐” “一起玩玩” 都

是他们吸食的理由。 刘某在未获得

安监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销售“笑气”， 其行为属于非法

经营。

检察官介绍： “笑气” 主要是

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蔓延开

来的， 滥用“笑气” 的人群也以年

轻人为主， 其中不乏学生群体。 吸

食“笑气” 后， 产生快感的时间其

实很短， 成瘾者会通过大量吸食来

延续快感， 从一两支到一两箱， 造

成的损伤极可能是不可逆的。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丁宏奇

本报讯 公安部“减量控大”

专项行动实施开展以来， 浦东交警

持续加大对致乱、 致祸突出交通违

法行为打击整治力度， 将国省道、

高速公路， 面包车、 农村客运班车

等列为重点整治区域及目标。 5 月

1 日至今， 浦东新区全区范围内已

累计查处客车超员案件 139起。

6 月 5 日 5 时 47 分许， 浦东

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巡逻至 S32

南六公路收费口处发现， 一辆核载

人数为 6人的面包车里， 算上驾驶

员足足坐了 16 人， 超员 150%。 民

警当即责令该车驾驶员薛某联系其

它车辆转运超员乘客， 并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49 条、 第 90 条之规定， 对薛某实

施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

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行

为， 处罚款 200元、 记 6分。

而浦东交警在此之前查获的另

一起类似违法， 情节相较更为严

重。 5 月 12 日 15 时 40 分许， 正

在 S2 康桥收费口设卡的浦东交警

支队高速大队民警发现 1辆面包车

有超员嫌疑。 拦停检查后， 车内的

情形让民警大吃一惊： 车内原有座

位均被拆除， 几根细长木板制作的

长木凳取而代之。 原本核载 6 人的

车内， 算上驾驶员共载有 22 人，

超员 210%。 民警当场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49 条、 第 90 条之规定， 对驾驶员

庄某实施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其他

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

上行为， 处罚款 200 元、 记 6 分；

依据 《机动车登记规定》 （公安部

124 号令） 第 57 条之规定， 对庄

某实施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

记的有关技术数据行为， 处罚款

500 元， 责令恢复原状。 此外， 庄

某还将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追究刑

事责任。

小伙贩卖“笑气”非法获利25万
“笑气”不是毒品，危害却不亚于毒品

浦东交警：

月余查获139起客车超员案件

不同寻常的“毕业季”

谎称“公司高管”，向7名女性发“520”红包

奉贤警方联手烟草部门

“两法衔接”打击私贩烟草

醉酒被撇下还要买单

男子报假警举报KTV

笔记本被盗，回收店老板发现端倪

“监狱警官”来电要生活费 女子慌乱险入局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6 月 7 日 12 时许，

金山公安分局干巷派出所接辖区某

银行工作人员报警， 称有一位女士

坚持要汇款， 疑似遇到电信网络诈

骗， 请民警到场处置。 经了解， 这

位女士姓覃， 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

是广东某监狱警官的电话， 问她是

不是有亲戚在服刑， 对方在得知覃

女士有弟弟在服刑后， 又称监狱服

刑需要生活费， 让她汇款 1000 元

到指定账户。 覃女士便神色匆匆地

赶往银行准备汇款， 结果被银行工

作人员发现其中的蹊跷。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民

警告诉覃女士肯定遇到了电信诈

骗， 如果服刑人员确实需要用钱，

监狱方会通过正规的流程进行操

作， 而不是提供个人账户要求汇

款。 另外， 在支付宝上的“市民中

心” 里面也提供了与监所相关的服

务内容。 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

耐心劝说与讲解下， 覃女士最终意

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并放弃了汇款

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