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虚拟货币” 是当下

许多投资者们追捧的理财方式， 同

时也被许多不法分子钻空子进行诈

骗。 近期， 松江警方侦破涉案金额

高达千万元的诈骗案件， 两名犯罪

嫌疑人被松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九里亭

派出所接到周先生来所报案称被诈

骗钱财 1700 余万元。 经了解，

2017 年 2 月， 周先生在九亭一健

身房认识了犯罪嫌疑人刘某 （女）

与雷某 （男）， 刘某谎称自己人脉

关系强大， 是投资理财方面的专

家。 周先生在二人的鼓动下， 先投

资了 10 万元试试水， 之后很快就

有盈利， 虽未收到钱款， 但周先生

已经开始逐步信任两名犯罪嫌疑

人。 之后， 刘某与雷某又以在投资

一名为“莲花币” 的虚拟货币项

目， 收益极高为借口， 开始向周先

生进行融资， 周先生并未多考虑便

投资了 1700 万元， 之后收到了雷

某给与其相应数额的“莲花币”。

但“莲花币” 迟迟未发行， 雷某又

借口国家暂时没有开通私人发行数

字货币的口子， 刘某正在动用私人

关系打招呼为借口， 进行拖延。 周

先生每次询问雷某后， 他都会发来

转账截图， 但钱款实际并未到账。

几次下来， 周先生才感觉自己可能

上当受了骗， 前往派出所报警。 九

里亭派出所民警接报后高度重视，

立刻对犯罪嫌疑人的账户进行调查

与证据固定， 发现钱款并没有进行

所谓的投资， 而是经取现并消费，

转账至犯罪嫌疑人个人账户。 今年

1 月 5 日民警雷霆出击， 于住所将

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目前，

犯罪嫌疑人雷某与刘某已被松江警

方依法刑拘。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米杨军

本报讯 近日，在浦东公安分

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民警帮助下，一

名在外漂泊近21年的流浪人员阿

芬（化名）找到了家人。当民警通过

手机看到阿芬回到老家，与阔别21

年的母亲紧紧相拥而泣时，他们觉

得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值了。

2020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潍

坊新村派出所民警在世纪大道沿

线开展日常巡逻工作， 发现在世

纪大道张杨路路口绿化带附近有

一女子神情呆滞， 便上前盘问，

但女子只是呆愣着不理睬民警，

于是民警决定先将其带回所内。

“她来的时候， 衣服、 头发

都很乱， 也不知道在外面经历了

什么， 没办法好好沟通， 而且表

情很愁苦， 见到陌生人， 会伸手

要抱抱， 感觉她挺害怕挺焦虑

的。” 当班女民警立即将情况向值

班领导汇报： “问她叫什么名字？

老家在哪里？ 反复询问她， 她就

呆呆地看着我们。”

见此情况， 派出所民警只能

先为女子提供食物， 试图让她放

松， 民警寄希望从碎片信息中，

能尽快确定女子身份， 并尽快找

到家人或朋友。 但该女子依然不

言不语， 民警认为女子可能存在

心理疾病， 需要专业医护人员疏

导开解。 于是民警立即转变工作

思路， 以疏导心理障碍为出发点，

与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联系，

向医院反馈该女子情况， 在办理

完入院检查后， 送往精神卫生中

心进行救治， 事后始终与医院保

持联系， 定期沟通治疗情况。

12 月底， 医院那里传来了好

消息，在医生的有效治疗下，女子

终于愿意与人沟通。 原来，阿芬是

云南省红河州云阳县攀枝花村村

民。1999年，20出头的她离家外出

打工，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这

21 年间，阿芬先后在昆明、广东等

地流浪，最终漂泊到了上海。 在浦

东新区多方努力下，阿芬联系上了

亲人，这时她的迷茫，变成了对亲

人和家乡的思念。 父亲去世了，家

里还有年迈的母亲， 以及姐姐、姐

夫一家。已经忘了家乡话该怎么说

的阿芬，总是会问一句：“我可以回

家了吗？ ”12月 14日，阿芬踏上了

回家乡的道路。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童画

本报讯 贪嘴却不想花钱，

想吃“免费的晚餐”， 还想白拿人

家的酒。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一名“窃酒

贼” 于某提起公诉。

2020 年 11 月 9 日， 赵先生

所在公司在浦东一家酒店举行晚

宴， 他与其他四位同事同坐一桌。

不多时， 一名陌生男子自顾自坐

了下来， 赵先生等人以为是公司

客户。 宴会开始之际， 众人的目

光都被台上吸引了过去， 但该男

子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桌上

一瓶飞天茅台拿走， 随即离开。

等赵先生他们注意到并打算追出

去时， 该男子已经走远。

本以为要损失一瓶酒， 不料

10 分钟后， 此人竟又回到了饭桌

上， 但酒已经不在他手中。 赵先

生等人面面相觑， 上前询问， 只

见该男子支支吾吾还起身想走，

赵先生立刻将人拦下并报了警。

这名偷酒的男子就是于某。

案发当天， 待业在家的于某本是

前往一家饭店应聘厨师， 但求职

失败。 离开时， 他路过案发酒店，

得知三楼宴会厅正在举行晚宴，

于是便起了“吃顿霸王餐” 的心

思。

宴会厅里人声鼎沸， 热闹非

凡。 谁也没有注意到于某已经混

入其中， 坐在了其中一桌上， 但

于某却注意到了桌上的 2 瓶飞天

茅台酒。 趁宴席开始后大厅灯灭、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台上的主持

人吸引了过去时， 于某迅速将一

瓶茅台酒装进了纸袋中， 走出宴

会厅。 偷了酒后， 于某竟也没有

着急逃离， 反倒冒充酒店房客，

将赃物寄存在了酒店前台处。 之

后， 他又返回宴会厅， 打算吃完

这顿饭， 结果被人当场扣下。

经鉴定， 被盗的飞天茅台价

值人民币 3000余元。

经审查， 浦东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额

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 涉嫌盗窃罪。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舒政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公安

处接连破获两起特大网络诈骗案。

分别在四川、 广西、 湖南、 福建、

广东、 重庆五省一市共 16 个地区抓

获涉案嫌疑人 28人； 摧毁犯罪团伙

2 个； 捣毁重庆、 郴州、 清远地区

犯罪窝点 4 处； 涉案资金流水 3500

余万元。

2020 年 9 月 24 日， 被害人赵

某至杨浦站派出所报案称， 其在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14 日间因经他

人介绍的淘宝“刷单” 业务， 通过

手机银行向他人分别转账 13 次， 共

计 26万余元， 之后发现被骗。 上海

铁路警方高度重视， 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 经梳理被害人赵某被

骗资金流向后发现， 嫌疑人唐某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四川一 ATM 机上

将被害人资金取出。 经调查，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专案组乘坐飞机连夜

从上海赶赴重庆地区组织实施抓捕。

2020 年 12 月 11 日， 抓捕小组在重

庆市某小区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

同时扣押所有作案工具。 后警方一

举打掉了这个 9 人犯罪团伙， 涉及

资金流水 500余万元。

2020 年 11 月 24 日， 被害人周

某至上海站派出所报警称： 2020 年

10 月 5 日， 其在手机某微信群内结

识一名网友， 该网友向其介绍以租

赁“挖矿机” 挖掘比特币的软件进

行投资。 随后的半个月内， 被害人

周某进入进该软件充值平台相继充

值近 70万元， 仅提现成功 9 万余元

后， 发现该软件无法登录， 且网友

失联， 被骗金额达 61万余元， 发现

被骗后周某向上海站派出所报警。

经梳理被骗资金流后， 专案组发现

多笔被骗资金几经周折都转入王某

名下的多张卡内， 经调查， 王某因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已被湖

南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专案组立即

派员赶赴湖南提审王某。 经审查，

王某供述了于 10月底因同乡李某要

求， 实名办理了个人银行卡、 微信、

支付宝供李某使用， 事后收取了报

酬 4 千元， 据此， 专案组判断李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调查， 确认李

某位于广东省清远市， 随后， 专案

组在清远市打掉此犯罪团伙， 抓获

犯罪嫌疑人共计 19 人。 经现场搜

查， 依法扣押银行卡 49张、 作案手

机 56部、 电话卡 8张、 pos 机 2 台、

话术笔记本 12 本， 涉案资金流水

3000 余万元。 目前， 两起案件仍在

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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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讯 房主因为疫情被困国

外， 几个月后回国发现家里门锁被

换， 里面还住着陌生人。 原来， 邻

居金某某趁房主长时间不在， 私自

撬锁把房子出租了。 1月 21日， 犯

罪嫌疑人金某某被闵行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家住浦东新区的小敏 （化名），

在本市闵行区有一套房产。 闵行区

的这套房子在 4 楼， 是其父亲生前

居住的地方， 2019 年父亲离世后，

房子就一直空关着， 她就偶尔过去

收拾收拾。 2020年 1月， 小敏出国

游玩， 后因新冠疫情的影响， 滞留

国外， 直到当年 5月才回国。

2020年8月，小敏去闵行区的房

子里看过一次。 当年10月26日，她再

去时发现门竟然打不开了。 小敏下

楼一看，发现阳台上居然晒着衣服。

她立马找到物业， 称有人入侵了自

己的房子。但物业却告诉她，一周前

有人登记入住了她的房子。 搞不清

状况的小敏最终选择报警。

民警介入后， 小敏才得知入住

该房的租客通过房屋中介与一名叫

金某某的人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

但实际上， 小敏不认识金某某， 更

没有委托其出租房屋。 同时， 小敏

还发现房子里原有的家电、 家具被

部分替换了。

随后， 警方锁定了与小敏家同

单元、 住在 1 楼的犯罪嫌疑人金某

某。 金某某到案后称， 同单元 6 楼

的房子也是自己的， 平时去 6 楼

时， 他就发现 3 楼、 4 楼的房子没

人进出。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金某

某基本确定这两处的房子无人居

住。 2020 年 6 月， 他谎称自己是 4

楼的业主， 因为租客退房要换锁而

联系了开锁匠把锁换了。 进到房子

里， 金某某发现空调和洗衣机都是

坏的， 而且房间都是空的。

此时， 他想起来 3 楼也是空关

着的， 于是他故技重施换掉了 3 楼

的门锁。 进去后， 他看到 3 楼这户

是装修过的， 而且家电设备齐全。

他先把 3 楼的一台戴森电风扇搬到

6 楼自己家里， 接着联系搬运工

人， 把 3 楼的空调和洗衣机搬去了

4 楼。 而 4 楼原有的家电、 生活用

品都被金某某卖掉或者丢掉了。

接下来， 金某某通过互联网寻

找到了做假证的人， 并让对方为其

制作了一份 4 楼那套房子的假房产

证， 其中户主姓名是金某某。 拿到

证后， 金某某就联系中介把 4 楼的

房子挂牌出租了。 2020 年 10 月中

旬， 中介打电话给金某某， 说有客

户看过房子后很满意， 想尽快签合

同。 当晚， 金某某就带着假房产证

与租客见面。 合同签好后， 金某某

就收到了两个月的房租共 8000 元。

随后， 租客就直接入住了。

一周后， 事情败露了， 金某某

只好把租金退给租客。 与此同时，

金某某担心 3 楼的房主得知此事，

还发现家电不见了， 他就又找人把

4 楼的门锁撬开， 想把空调和洗衣

机搬回 3 楼， 但是这次还没来得及

搬就被小敏的家人发现了。

经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金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入户盗窃他

人财物的行为涉嫌盗窃罪， 而其伪

造房地产权证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

机关证件罪， 根据 《刑法》 第 69

条之规定， 应数罪并罚。 目前， 该

案已由闵行检察院提起公诉。

房主因疫情被困国外

空置房子竟被邻居撬锁出租

“大额刷单、暴富投资”不可信
上海铁路警方近期破获两起特大网络诈骗案

嫌疑人被押解至上海 通讯员 舒政 摄

在外流浪的第21个冬天 她回家了

浦东民警帮助流浪人员找到家人

偷了酒竟然不逃？ 原来还想吃饭

一男子因涉嫌盗窃被提起公诉

口吐“莲花”忽悠人投资“莲花币”

松江警方侦破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诈骗案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郑丽敏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预防口腔诊疗过程

中可能引起的交叉感染， 维护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 近日， 嘉定区卫生

健康委监督所根据区卫健委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 对辖区内口腔门诊部

开展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的督导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围绕口腔诊疗机

构的预检分诊、 院内感染管理、 消

毒隔离标准预防措施落实、 核酸检

测及疫苗接种等五个方面展开。 检

查中发现， 各医疗机构能在门诊入

口处开展预检分诊、 落实工作人员

健康监测， 对所有就诊患者进行体

温检测、 查看健康码并详细询问流

行病学史等。 部分机构存在进出通

道设置不合理、 未能做到闭环管理

等问题， 监督员要求当场改正。

加强口腔诊疗机构督导
筑牢健康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