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俞如宇

16 年前， 一群 20 多岁的年轻

人“歃血为盟” 当晚， 在露天歌棚

与另一群年轻人起了争执， 打了一

场群架， 造成对方一人被匕首捅死

的严重后果。 当时， 参与打架的年

轻人悉数到案， 唯有“出刀” 的王

某逃窜在外。 十多年来， 王某“漂

白” 身份， 改头换面， 却最终难逃

警方的追捕。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已于近

日以故意伤害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16 年前， 20 岁的王某在青浦

区华新镇一家工厂里打工， 下班后

约了六七个厂里的老乡到余某家中

喝酒。 酒兴正浓， 余某提议要和王

某“歃血为盟”。 余某还将匕首作

为礼物送给王某， 王某收下后放进

了裤子口袋里。

席罢， 王某、 余某和同乡们外

出遛弯儿。 走到一家露天歌棚边，

一时兴起想高歌一曲。 当时， 一男

子正在唱歌， 一连唱了几首也不肯

罢休。 “唱的又不好， 咋还没唱够

啊！” 余某埋怨道。 双方就此起了

争执。 推搡间， 王某的左手大拇指

被对方用水果刀划伤。 男子眼看寡

不敌众， 在朋友的掩护下逃走了。

王某和同乡们在工人宿舍一间

一间地搜寻。绕了一圈后，竟在厂门

口发现了那名男子。王某正面迎敌，

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了那把“歃血为

盟”用的匕首，面对面使劲捅在男子

的腹部。 男子中刀后没几秒就倒下

了，蜷缩着身体在地上扭动。

王某等人逃回了其中一人的家

中， 呆了十几分钟后， 觉得没什么

事情， 王某便和另外两个同乡一起

离开。 谁知途中得到消息， 说警察

来了。 王某等人就找人开车来接

应。 第二天下午， 三人分开后， 王

某向陌生人借来手机给老家的父母

打了电话， 只说自己打了架， 至于

捅了别人一刀的事情， 他只字未

提。 父母情急之下找人把王某送出

了上海。

离开上海后， 王某到安徽一个

远房亲戚家躲了一阵子， 后来感觉

风声没那么紧了， 就借了堂弟的身

份证外出打工。三年后，王某的父亲

托关系帮王某办了一张新的身份

证，从此，王某改了名字，“漂白”了

身份，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2016年，

他谈了恋爱结了婚， 因老婆是河南

人，婚后就和老婆一起在郑州定居，

做起了手机维修的营生。

2019 年 11 月， 青浦区公安机

关在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机关配合下

抓获了王某。 审讯期间， 王某供述

了 16 年前的犯罪经过， 他也是到

案后方才得知， 那名男子在当晚经

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本案中， 王

某犯罪时年仅 21 岁， 而被害人死

亡时也只有 27岁， 令人扼腕。

男子讲义气捅死人 逃亡16年终落网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自称“工作体面， 有

房有车， 懂生活会家务的好男人”，

却原来是个骗子。 日前， 以“婚

恋” 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卢

某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今年 3月， 市民王女士在某婚

恋手机 APP 中认识了一名自称在

投资理财公司上班的男子卢某。 确

定恋爱关系之后， 卢某以投资有回

报为饵， 让王女士贷款了 17000

元。 过了 10 天， 卢某又以投资需

要资金周转为由， 要她再贷款 8 万

元， 约定 4 月底还款。 然而眼看 6

月份了， 王女士仍拿不到还款， 便

向虹桥龙柏派出所报案。

原来自去年一月至今， 卢某先

后通过某婚恋手机APP、 某婚恋网

站与她们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

系，随后便以投资理财，资金周转等

名义先后向她们每人索取了10多万

元的钱款，总计价值达50多万元。经

查，卢某无业无房无其他资产，诈骗

所得钱款已被他挥霍一空。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在网络贷款诈骗中，

骗子通过开设虚假网站、 电话、 短

信等途径， 放出“无抵押贷款”、

“低息贷款”、 “免息贷款” 的诱

饵， 待受害人与其联系后， 谎称可

无抵押无担保低息贷款。 取得受害

人信任后， 诱骗受害人预付利息、

保证金、 保险费等费用。 近日， 青

浦警方成功阻止一起网络贷款诈

骗。

6 月 4 日 13 时 30 分许， 青浦

公安分局盈浦派出所接银行工作人

员报警称： 有一名男性客户准备向

陌生账户汇款， 疑似涉嫌电信诈

骗。 接警后， 民警老戴立即赶赴位

于城中东路的银行处置。 经了解，

老戴得知市民陈某曾在手机上下载

过一个网络贷款 APP， 其在办理

网络贷款的过程中， 该 APP 软件

客服要其预先支付一笔 4000 元的

保证金， 等贷款审核通过后保证金

将与贷款总额一起打到其银行卡

上。 陈某急于资金周转便信以为

真， 匆匆赶到银行准备办理汇款业

务， 被警惕的银行工作人员劝阻。

老戴通过与陈某的初步交流

后， 老戴得知其因小孩将要开学但

手边资金短缺无法凑出学费， 就想

到了在网上下载贷款软件用于借贷

小孩上学的学费。 但是陈某一直强

调这是正规的贷款渠道， 预付款也

是可能的， 面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

员的劝说表现得很不耐烦。 面对上

述情况， 民警老戴通过以案说法的

形式向陈某耐心、 反复讲解， 以专

业负责的职业态度接纳陈某的抵触

情绪， 最终说服陈某自愿放弃盲目

转账的行为， 防止了当事人财产损

失。 陈某对老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深表感谢。

□通讯员 潘东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黄浦

区委政法委组织禁毒社工

在区机关大楼开展了一场

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摆放了最新制作的禁毒宣

传展板， 图文并茂的展示

当前毒情形势、 常见毒品

种类和吸毒危害等禁毒知

识， 传播“健康人生、 绿

色无毒” 的禁毒理念。

“黄浦区流动禁毒科

普教育馆” 将部分展品搬

到了现场， 禁毒社工重点

讲解如何辨识和防范毒

品， 吸引了不少机关工作

人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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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本想着进群学习投资

技巧， 没想到竟落入诈骗团伙的圈

套， 直播间的讲师和投资好友等等

都是犯罪嫌疑人伪装！ 日前， 上海

警方全链条捣毁了一个搭建虚假外

汇交易平台诱骗被害人投资后， 通

过修改、 操纵交易数据骗取钱财的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

人 43名， 缴获、 冻结涉案赃款 560

余万元。

今年 4 月底， 警方在工作中

发现， 有不法分子通过网络直播

间引诱投资者至所谓“京石国际”

外汇交易平台进行投资。 该平台

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证明， 而且上

线时间只有一个多月， 并只在网

络直播间内进行内部推广， 种种

迹象表明， 这个平台极有可能涉

嫌诈骗。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立即成

立专案组， 5 月 11 日晚先后在深

圳、 杭州的 15 个点位抓获该犯罪

团伙 43名犯罪嫌疑人。

到案后， 嫌疑人交代了“搭建

平 台———设 局 诱 骗 ———篡 改 数

据———关盘杀单———洗钱获利” 的

诈骗全流程。 犯罪团伙会提前利用

境外服务器搭建好虚假投资平台和

网络直播间， 购买或租用一批微信

账号， 并定期更新微信信息， 以此

来伪装成讲师、 讲师助理以及其他

投资人等角色， 然后用这些微信组

建多个作案群。 再由专人通过各种

渠道购买精确的股民信息， 让卖家

以好友邀请进群的方式直接将这些

股民微信拉入作案群中。

在被害人进群之后， 代理会用

冒充讲师和助理的微信发送股票相

关投资知识， 让被害人以为这是个

投资交流群， 并用冒充投资人的微

信与讲师微信进行互动， 采取聊股

票、 讲解大盘形势、 夸赞讲师水平

等方式给被害人心理暗示， 抬高讲

师的权威性。 实际上， 在这些作案

用的微信群中， 除了被害人， 其他

群成员都是犯罪嫌疑人伪装的。 随

后， 群里会适时推出讲师的网络直

播间。

下一步， 讲师团队不断对被害

人“洗脑”、 引诱投资。 讲师以翻

倍行情等虚假消息， 不断刺激被害

人投资， 产生交易。 孰不知， 整个

直播间里只有被害人和自己的钱是

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被害人通过

平台提供的支付链接转入平台的钱

款， 最终都进入了主要犯罪嫌疑人

彭某的账户。

目前， 本案中 22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其

余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据介绍， 所谓“京石国际” 外

汇交易平台数据都可随意修改。 一

旦被害人在平台投入了大额钱款，

嫌疑人就会择机在半夜或凌晨进行

数据修改， 制造投资受损假象， 骗

取钱款。

直播间讲师、投资人都是假的！
上海警方全链条捣毁一虚假外汇交易诈骗团伙

上海警方破获虚假交易诈骗外汇交易平台 “京石国际” 上海警方供图

普及禁毒知识 提升工作能效
黄浦区禁毒宣传进机关

以“婚恋”为名实施诈骗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申请网络贷款先交保证金？ 骗子！
青浦警方成功阻止一起网络贷款诈骗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辉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警方

在浙江警方的配合下， 侦破了一起

发生在重庆至上海旅客列车上的盗

窃案件，及时为旅客挽回了损失。

今年 5 月 24 日， 重庆北开往

上海南的 Z258 次列车海宁站开出

后， 旅客周某报警称其放置在 12

号车厢洗手间门口的行李箱不见

了。 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立即

成立侦破小组， 民警最终确认 12

车 4 号上铺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6 月 4 日， 在浙江警方的配合下，

将暂住在海盐县的罗某抓获归案，

并当场追回全部被盗赃物。

经审讯， 嫌疑人罗某交代， 他

5 月 24 日乘坐火车从重庆北到海

宁， 海宁站下车时看到地上有一个

行李箱， 一时贪心将行李箱盗走。

最终罗某被上海铁路警方处治安拘

留 5日处罚。

去趟厕所间隙 行李箱不翼而飞
上海乘警侦破一起旅财盗窃案件

酒后为寻刺激 谎称被打还报警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单身老者姜某

在酒后为寻求刺激， 臆想出“老

伴” 殴打自己， 还拨打 110 报警求

助……最终， 姜某因自己谎报警情

的违法行为， 被奉贤公安分局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并处罚款 200 元

的行政处罚。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 奉贤

公安分局胡桥派出所接 110 报警

称： 报警人在家中被老伴殴打。 接

到报警后， 胡桥派出所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处置。 当民警询问事情具体

经过时， 姜某却支支吾吾无法说

清。 民警随后发现姜某未结婚， 无

老伴， 所谓被老伴殴打更是无稽之

谈。

因姜某涉嫌谎报案情， 民警将

其传唤至派出所醒酒， 同时接受调

查。 直到次日上午， 醒酒后的姜某

才恢复意识， 并对自己前日酒后为

寻求刺激， 拨打 110谎报警情的违

法事实后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