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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月 5日 5时 14分

许，一辆蓝色出租车沿本市徐

汇区漕溪北路由北向南行驶至

南丹路路口时闯红灯，将正在

北侧人行横道线上由东向西步

行过马路的两位行人撞倒后驾

车逃逸。事故发生后两位行人

分别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

均于当日死亡。警方根据报警

人的描述，通过技侦手段、监控

排查，于当日下午 15时 30分

许在青浦区外青松公路某处查

获刁某所驾驶的小型轿车，刁

某迫于警方压力于当日 16时

许向公安机关投案。警方在刁

某到案后发现，刁某曾于 2016

年 8月 24日因驾驶“克隆出租

车”被行政拘留 10天，案发当

日系驾驶证被暂扣的情况下，

驾驶套牌出租车载客以约 70

公里 /小时的速度超速行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刁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负

事故全部责任，且在交通肇事

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

事罪。被告人刁某在驾驶证被

暂扣以后，仍然驾驶套牌出租

车，非法载客，并闯红灯，造成

交通肇事，而且到案后，未赔

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又因被

告人刁某犯罪后能够自动投

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法院综合考量各类因素作

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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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某交代，他将诈骗的目

标锁定在婚恋市场上的大龄单

身女青年，为博取女方好感，他

先是将自己的年龄往大虚报了

8岁，并对外称自己有房有车，

月薪数万的情况，以此将自己塑

造为一个成熟多金的成功人士。

2016年 9月，汪某与被害

人陈某在婚恋交友网站上相

识，两人在社会现实交往期间，

汪某为博取陈某好感和信任，

又称自己是多家公司法人，在

杭州三套房子，年收入在 800

万以上，并将房屋的房产证拍

下发给陈某，后再在汪某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甜言蜜语的攻势

下，两人最终确立了恋爱关系。

2016年 11月，汪某对陈

某谎称自己公司资金周转有

300万元的缺口，想让女方在

上海的房子做抵押借款应急，

并许诺等公司集团化后将和陈

某一起过上好日子，而此时的

陈某完全沉浸在了爱情的甜蜜

以及对两人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上，为了支持男友的事业，她

毅然决定将自己位于长宁区的

房子进行抵押借款。经汪某联

系，陈某将通过中介人员将获

得的抵押款 75万元全部转账

给汪某，后在中介的好心提醒

下，陈某还是让汪某手写了借

条和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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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钱款的汪某并没有把

钱用于公司正常经营上，其将

所取得的 75万元用于个人消

费和还债，而在之后的一段时

间里，汪某还继续以“吸进十个

亿”“以后你就是副总经理”等

话语欺瞒陈某。直到 2017年 1

月中旬，汪某对陈某的态度开

始急转直下，并表示其在外有

其他女人，要求与陈某分手，且

到了双方约定的还款期时，汪

某明确表示自己没有钱，让陈

某别再指望了。

气愤的陈某察觉到自己可

能受骗，调查之后发现汪某提

供的经营信息和个人信息均为

虚假编造，于是向徐汇警方报

案，同年 10月份，警方在杭州

市将汪某成功抓获，后经查实，

汪某从 2014年初开始，就在该

婚恋交友网站上结识女孩，并

以恋爱为名骗取多名女性钱

款。他的作案手法套路就是将

自己伪造为一个成功的企业

家，抓住大龄女性急于结婚的

心理，以婚恋为饵，乘隙而入，

成功获得女性信任，最终达到

骗钱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汪

某精心准备策划，不仅注册了

数家公司，还办理了假产证以

及假离婚证等，骗取的相关赃款

也用于偿还债务、个人挥霍等。

在此，承办检察官提醒广大市

民，虽然婚恋交友网站为未婚男

女相识、相知、相爱提供了一个

便捷的平台，但是一些别有用心

之徒却利用这个平台实施诈骗，

希望大家在网络及现实社会交

友中擦亮眼睛，特别是对于大笔

经济往来要格外小心，要谨防上

当受骗，人财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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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窃、偷电瓶车、入室盗窃

等案件在岁末年初之际呈现多

发态势，极大影响了居民生活

的安全感。为此，徐汇警方将打

击重点落在多发性侵财类案件

上，确保市民度过一个安全平

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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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月中，徐汇公安分局

天平路派出所陆续接报警称永

康路沿线几户居民家中遭窃，损

失现金、黄金饰品、数码产品等

共计价值人民币约 4万余元。

经过对相关案件进行串

并梳理，警方发现这几起案件

作案手法相近，均使用撬棒破

坏门锁、暴力踹门等方式破坏

木质房门或简易防盗门潜入

居民家中盗窃。

通过在小区周边进行走访

调查，民警发现有一身着土黄

色外衣的男子曾在几个案发区

域反复徘徊，形迹可疑。侦察员

立即对该男子在周边小区的进

出情况进行视频跟踪，成功捕

捉到了嫌疑人活动轨迹并截取

较为清晰的图像。经辨认比对，

发现该嫌疑人系季某。天平所

民警立即根据线索，在中兴路

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季某抓获

归案，当场缴获作案使用撬棒、

螺丝刀、手电筒等工具及部分

被盗物品。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季某

对因染上毒瘾、经济拮据，便选

择傍晚时分携带作案工具至永

康路沿线数个老式小区实施盗

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季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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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李某也将目光瞄准了居民

小区，不过他盯上了小区里停

放的电瓶车。

近期，龙吴路华发路周边

小区陆续有四户居民到华泾派

出所报案称自己停放在小区内

的电瓶车被盗。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通过

盗窃手法和特征，初步判定该

案件系一人所为。办案民警经

过反复走访侦查，终于通过一

部电梯中的监控视频，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此

基础上，侦察员循线跟踪，逐步

摸清了其销赃地点和落脚点，

并通过伏击守候，于近日在闵

行区将涉案犯罪嫌疑人李某抓

获，当场缴获“T型工具”等作案

工具。目前，该嫌疑人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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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桥新村派出所就

运用监控室与街面警力“人机

联动”战术，抓获一名在公交车

站实施扒窃的嫌疑人，当场缴获

被窃手机一部。

日前，长桥新村派出所视频

监控室民警在视频巡逻时发现，

龙吴路龙瑞路一公交车站有一名

男子形迹可疑，便立即通知街面

巡逻民警前往周边区域待命，并

通过监控探头紧紧盯住其一举一

动。果然在不久之后，该男子尾随

一黑衣女子，乘她上车之际，从其

右侧上衣口袋里将手机偷出，再

佯装未能挤上公交车，退回到公

交车站。待公交车驶离后，该男子

便踱步到车站东侧的绿化带内，

并将偷到的手机藏在绿化带中，

再次返回车站伺机实施扒窃。

街面巡逻民警接到指令后，

立即对该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并当场缴获苹果 7Plus手机一

部。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陈某对

其扒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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