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近日， 家住上海静安区的王女

士在父母的陪同下， 向静安警方报

案，她称自己可能遇到了骗子，这个

骗子不是别人， 正是她同床共枕的

“军官丈夫”李某。 静安警方经过缜

密侦查， 破获了这起冒充军人诈骗

案，涉案金额达 150余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静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20 年 12 月， 王女士在网络

游戏中结识自称正在休假中的部队

“狙击手” 军官李某， 双方很快确

认恋爱关系。 感情迅速升温后， 李

某邀请王女士到其所住的城市登记

“闪婚”。 见面后， 李某在当地民政

局领取了一张结婚登记单， 谎称他

们已经完成登记结婚手续， 只需补

拍照片即可领证。 后又以租来的民

宿冒充婚房， 和王女士在此开始了

“婚后” 生活。

2021 年 1 月底， 李某称部队

有规定， 要对军官家属进行审查，

且自己两年前就被所在部队分配了

“军婚”， 现在与王女士“登记领

证” 违反部队规定， 轻则丢官追

责， 重则“夫妇” 俩都要坐牢， 这

让王女士非常害怕。 李某表示自己

认识负责审查的上级领导， 可以花

钱摆平此事， 向王女士索要 15 万

元处理“军婚” 事宜， 王女士欣然

接受， 并很快筹足钱款交于李某。

同年 3月， 李某又谎称自己刚

刚进购的一批价值 80 万元珠宝被

海关查扣， 急需花钱清关， 并拿出

一张仿制的某地法院裁决书， 诱导

王女士向家中父母借钱， 最终骗取

47 万元。 同月， 李某又称自己参

股朋友的多家娱乐公司出现税务问

题， 多次问王女士要钱来资金周

转， 在李某的教唆下， 王女士甚至

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贷款 30 余万元

用于帮助“丈夫” 开展“业务”。

2021 年 9 月， 李某用从王女

士手中骗来的钱款， 在老家为二人

举办了“结婚典礼”， 还主动将两

人“结婚” 的事透露给王女士父

母， 表示要在上海也办一场风光的

“婚礼”。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

里， 李某又以上海房产拍卖需要提

交保证金、 公司资金周转、 打点生

意伙伴等为由， 陆续骗取王女士及

其家人累计近 50万元。

今年 8月， 王女士因急用钱给

家中老人看病， 希望李某出钱出力

时， 却被李某以各种理由推托， 甚

至以“部队任务” 为由， 跟“妻

子” 玩起了失踪， 双方也因此矛盾

不断。 在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冷静期

后， 王女士在家属朋友的反复提醒

下终于有所察觉。

今年 8 月 22 日， 王女士以给

老人“探病” 为由， 将李某从苏州

约至上海并报警， 静安公安分局三

泉路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案后， 当

场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经审讯， 李某交代了自己在过

去一年间通过假借军人、 公司股东

等身份编织婚姻故事拉近于被害人

的关系， 后又以公司税务问题、

“军婚” 案件处理、 房产拍卖交易、

珠宝清关等各类理由， 累计骗取钱

财 150余万元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

的犯罪事实。 对于整整一年半与王

女士的“婚姻生活”， 李某坦言这

些都只是自己已经写好的“诈骗”

剧本， 此次应王女士约定来沪探望

老人， 也只是希望进一步博得王女

士一家好感， 从而进一步实施诈

骗， 直至掏空王女士一家的财产。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未戴头盔遭交警拦

停， 为逃避处罚竟驾车逃离， 在过

程中拖拽交警， 随后还挥拳击打对

方。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子肖某因犯袭

警罪被判处拘役 4个月。

据公诉机关指控， 今年 5 月

29 日 13 时 30 分许， 被告人肖某

未佩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至本市

闵行区某路口西北侧时， 被在此处

设卡检查的交警张某拦停。 被告人

肖某为逃避处罚， 启动电动自行车

逃离， 交警张某在后拉住肖上衣被

拖拽数米后， 肖又停车挥拳击打张

头部， 致张左耳出血受伤。

嗣后， 被告人肖某被民警传唤

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其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上述主要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肖某暴

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

察， 应当以袭警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被告人肖某具有坦白情节， 且

自愿认罪认罚， 建议对被告人肖某

判处拘役 4个月。

被告人肖某对指控的事实、 罪

名、 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

同意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且签字

具结，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

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肖某

的行为构成袭警罪。 公诉机关的指

控成立。 被告人肖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从宽处罚。 公诉机关

的量刑建议适当。 据此， 作出如上

判决。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交警在接处一起涉嫌

“酒驾” 警情时现场仔细观察， 发

现司机疑似突发疾病， 综合研判与

指挥中心争分夺秒开展送医， 司机

最终因为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

险。 这是近日发生在闵行的一则暖

心事。

8 月 30 日上午 10 点许， 闵行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接到一起交通事

故警情， 称在北沈路与北翟路口北

侧 200米， 派出所移交一起三车事

故， 汽车驾驶员疑似酒驾。

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刘庆收到

警情后， 与新警徐陆羿立刻赶赴上

址处置。 到场后发现是一起轿车撞

击环卫三轮车和电瓶车的三车事

故。 事故造成的车损并不大， 也无

人员伤亡。 但轿车司机却始终坐在

驾驶位， 据之前了解， 本人也不配

合工作。

刘庆在现场观察时， 发现轿车

驾驶员靠躺在驾驶座上， 面部抽

搐， 且有呕吐情况。 在民警大声询

问情况时， 司机仍无反应。 “不

对， 可能不是喝多了！” 凭借工作

经验刘庆认为司机可能是突发疾病

的患者。

民警随即呼叫指挥中心调配

120 救护车前来救护， 在得知救护

车需要半小时才能到场， 经过指挥

中心确认和综合研判， 在指挥中心

全程指挥下， 民警迅速将病患送往

华山医院虹桥院区。 而原本 25 分

钟的车程仅用了 8分钟。

刘庆在驾驶员随车携带的笔记

本中， 又找到了其单位同事的联系

方式， 待其同事赶到医院详细了解

来龙去脉才离开。

经医院诊断， 该驾驶员确系突

发脑溢血。 医生表示， 如果再晚送

医一会儿， 可能就会危及脑部神

经， 造成不可逆伤害。 当天， 华山

医院就成功给该驾驶员进行了手

术， 驾驶员已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同住一幢楼的邻居，

同租一间屋的室友， 比邻公司的职

员……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或多或

少都会与这些“熟面孔” 有所交

集， 可当贪念滋生于心底， 当贼手

伸向了防范懈怠处， 却发现“熟面

孔” 似乎也并非那么“熟”， 近日，

嘉定警方全面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百日行动”， 严厉打击小偷小

摸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接连抓获

多名顺手牵羊的盗窃嫌疑人， 在切

实守护居民日常生活和谐安康的同

时， 以快侦快破的雷霆态势有力震

慑心存歹念之人。

8 月 12 日上午， 封浜派出所

接到居民报警称， 其位于乡思路三

楼的家中发生失窃， 民警随即赶往

现场展开调查。 通过查阅公共视

频， 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即失窃居民家六楼的邻居顾某， 当

日民警便在顾某家中将其成功抓

获。 经审讯， 顾某如实交代了其于

去年偶然间发现， 三楼邻居家位于

楼道内的窗户时有未关的情况， 且

似乎为了一时方便， 这家邻居常会

在离家后， 让快递员将刚送到的快

递货物临时搁置在窗户防盗栏内的

窗台上， 待其回家后再取走,顾某

遂不禁萌生了贪念， 趁邻居外出之

际， 假借上楼回家为掩护， 伸手将

置于窗台上的一瓶卸妆水窃走。 其

后一连数月， 顾某一直心下忐忑，

但见邻居并未声张， 一切风平浪

静， 便又于今年 7月再次作案， 从

防盗栏间隔中将装有某品牌豆浆机

的快递盒顺走， 当其于近日第三次

行窃得手一袋快递零食后， 该户居

民终有所察不再沉默， 向公安机关

报了案， 民警之后也从顾某家中起

获了被盗的豆浆机。

8 月 13 日傍晚 5 时许， 菊园

派出所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嫌疑人

施某。 经查， 施某于 8 月 5 日晚，

利用合租室友外出不在的间隙， 使

用螺丝刀卸下了室友的房门锁， 进

入房内窃得项链 1 根、 香烟 1 包

后， 又重新将房门锁安装复原企图

瞒天过海， 孰料还是法网难逃。

8 月 15 日上午 9 时许， 方泰

派出所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嫌疑人

翟某。 经查， 翟某本是与被盗公司

相邻单位的保洁职员， 两家公司虽

分属两栋办公楼， 却于二楼处设有

一门可交互通行。 由于两家公司睦

邻关系融洽， 平日间该扇门户时锁

时不锁鲜有人在意。 8 月 14 日中

午， 独自在公司做保洁的翟某发现

二楼门未锁， 又见时值周末两家公

司鲜有人员出入， 便趁着四下无人

注意偷溜入隔壁公司行窃， 民警其

后也在翟某的暂住地查获了公文

包、 拖鞋、 吹风机、 长筒雨鞋、 工

作服等被盗赃物。

目前， 嫌疑人顾某、 施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嫌疑人翟某被处行政

拘留处罚，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通讯员 吕梦婷

本报讯 伴随着九月凉爽的秋

风， 各大中小学校迎来了开学的日

子。 在众多大小朋友“归笼” 之

际， 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

民警紧随其后， 前往铁路沿线的苏

州市山塘中心小学校开展法制安全

集中宣传活动， 为同学们的新学期

“戴安全帽”、 “穿防护服”、 “上

平安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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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9 月 6 日， 静安区人

民检察院举行 《打击惩治帮助信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检 察 白 皮 书

（2020-2021）》 （以下简称 《白皮

书》） 新闻发布会。

会上， 静安区检察院第三检察

部主任赵琪昊通报了 2020-2021 年

帮信犯罪案件办理情况、 案件特点

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第三检察部

副主任、 网络犯罪检察办案团队负

责人谈颖颖介绍了典型案例。

《白皮书》 显示，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2 月， 静安区检察院积

极打击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 批准逮捕 129 件 166 人， 提起

公诉 110 件 147 人， 帮信犯罪案件

认罪认罚适用率为 96.49%。

据介绍， 法院已判处刑罚的人

员中， 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及

以下刑罚的人数占帮信犯罪案件总

判决人数的 57.23%； 适用缓刑的人

数占帮信犯罪案件总判决人数的

8.8%， 总体呈现轻刑化。

“帮信犯罪主要呈现四个特

点。 ”赵琪昊介绍，提起公诉的帮信

犯罪案件作案人员中，“90 后”“00

后”系高发人群，低年龄、低学历、低

收入的“三低”现象突出。 其中，“90

后”“00 后”占 65.48%，无业人员占

31.55%，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59.52%。

有部分在校学生或者刚刚踏入社会

的人群因缺乏社会经验而被所谓

“高薪”“兼职”诱惑，且因法律意识

淡薄而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沦为电

信网络犯罪的“帮凶”。其次，在该院

办理的此类案件中， 支付结算型帮

助为主要模式，层级化趋势明显。且

犯罪分子具备一定反侦查意识，作

案手法日趋隐蔽。

此外， 此类犯罪与新业态伴生

性强，形成“黑灰”产业链。部分案件

使用“跑分”模式，犯罪嫌疑人根据

上游犯罪人员指示向指定银行账户

转账“充值”，继而为犯罪分子“跑

分”走账，从中赚取“手续费”。 部分

案件使用“错配”模式，将网络赌博

赌资等违法资金与正常用户购买手

机充值卡的资金实现“错配”，经层

层转账、交易后，最终以虚拟币形式

流入境外。 上述模式使犯罪赃款被

打散后快速转移， 隐蔽性更强， 资

金转移更快速。

静安发布《帮信犯罪检察白皮书》

“90、00后”成帮信罪高发人群

为同学们的新学

期“戴安全帽”

起贪念“熟面孔”频伸贼手

破小案“百日行动”护民生

“不对，可能不是喝多了”
闵行交警及时护送突发脑溢血司机就医

男子为逃避处罚拖拽交警被判拘役

19个月“婚姻”，“军官丈夫”骗走150万
静安警方破获一起冒充军人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