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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日，

重庆两江新区警方在市公安局统一

指挥下，先后发起“杀鸟盘1.0行动”

“杀鸟盘2.0行动”，摧毁两个网络直

播诈骗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

218名，查扣涉案电脑367台、手机360

部，捣毁诈骗窝点16处，初步查明涉

案金额达800余万元。

  今年5月下旬，两江新区警方在

处理一起劳资纠纷警情时，发现报

警人所在公司涉嫌网络诈骗。民警

围绕相关信息立即开展线索核查，

并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同步上

案侦查，两个特大直播诈骗犯罪集

团逐步浮出水面。

  经缜密侦查，警方发现这两个

网络直播团伙均以犯罪嫌疑人韩某

为首，打着代理“熊客直播”“嗨秀秀

场”的旗号，通过交友软件拉人并引

流到特定直播间，在建立恋爱、暧昧

等关系的基础上，诱使被害人充值

打赏主播实施诈骗。

  在全面掌握犯罪集团组织架构

及人员组成，掌握其违法犯罪事实

后，两江新区警方先后组织警力500

余名发起突击行动，兵分多路，在重

庆江北、渝中、两江新区等地实施集

中 收 网 ，累 计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218名。

  经审讯，主要嫌疑人韩某交代，

其雇佣大量键盘手冒充女主播在各

大交友软件上寻找“猎物”，以恋爱、

交友的名义与受害人聊天，获取信

任后便将受害人引流至直播平台观

看直播。在此过程中，采取事先准备

话术、固定“主播”出镜的传统套路，以假装完成任

务、进行主播PK、许诺“线下见面、结婚”等理由，引

诱受害人为女主播大肆充值虚拟礼物，并通过后台

控制PK结果牟取暴利完成诈骗。

  办案民警介绍，该案中，犯罪嫌疑人作案方式不

同于以往侦办的“杀猪盘”诈骗。“杀猪盘”诈骗主要

针对女性，且单笔诈骗金额大、作案周期长。而此案

将作案对象锁定在20岁至40岁的男性，以各种挑逗

性的话语引诱打赏，诈骗金额从几百元至几十万元

不等，采取短平快诈骗周期的新型“杀鸟盘”诈骗。

  目前，两个诈骗集团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邢晓姗

近日，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被告人任某等20人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一

案，严厉打击以代办引进人才落户为由的伪造证件

及证明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至2020年10月，被告人任

某先后召集符某、王某等人在海口市设立材料制作

窝点，通过层层招收代理，利用海南自贸港人才引进

政策，以买卖伪造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证书、

职称证书和虚假劳动合同等方式，为不符合在海南

落户条件的客户有偿办理人才落户。

  据了解，该团伙通过办理虚假职业资格证书非

法获利3亿元。本案中，警方共扣押涉案现金800万元，

冻结银行账户资金共3484万元，扣押车辆15辆，查封

房产28套，查获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印章215枚，户

口本、导游证等国家机关证件、材料共计1087份。

  开庭前，考虑到本案的开庭人数、异地押解及疫

情防控的警力需求，法院拟定了详细的刑事庭审防

疫保障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同时，向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抽调司法警察30名、乐东县公安局

借调干警20名保障庭审秩序，确保庭审的顺利进行。

  庭审中，法庭围绕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

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指控的犯罪事

实、定罪、量刑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依法保障了各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由于涉案人数众多、

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关注度及影响力较大，本案将择

期宣判。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通讯员李萌萌 近日，

河南省宝丰县公安局将在逃人员张某抓获归案，成

功破获一起长达27年的命案积案。

  1994年5月11日22时，张某在看露天电影时与周

某发生言语争执。脾气暴躁的张某起身回到房间，拿

起一把单刃刀刺向周某，见其倒地后立即逃离现场。

案件发生后，宝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张某的

人际交往情况展开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工作。因张某

有盗窃、伤害等犯罪前科，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一直未能将其抓捕归案。

  2021年初，宝丰县公安局新一届党委启动命案

攻坚行动，重新梳理该案相关线索，围绕张某社会关

系展开全面研判，综合比对各种线索，终于获取重要

线索。9月13日，民警将在漯河市从事蔬菜买卖生意

的张某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持刀伤害

周某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 记者范天娇 通讯员刘忠李 近日，

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成功破获一起利用快

递走私毒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7月初，琅琊分局接到举报，有一名男子通过网

络从境外购买毒品，并通过快递的方式达成交易。接

报后，琅琊分局立即对相关情况开展研判、摸排，最

终确定该男子系辖区涉毒人员邵某。其后，民警在某

快递营业点将前来取包裹的邵某当场抓获。经查，邵

某曾3次在网上购买冰毒吸食，每次大约1克。目前，

邵某已被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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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落户非法敛财3亿元

宝丰公安侦破27年前命案

利用快递走私毒品被抓获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江公宣 兆俐

  从一起棋牌室斗殴警情深挖彻查，江苏省扬州市公

安局江都分局经过近半年的深入侦查，成功破获一起公

安部督办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全链条打掉一个特大

跨境贩枪团伙，抓获收款人、枪支代理和买枪人员67人。

  今年2月6日晚，江都分局新区派出所接到110指令，

辖区一棋牌室发生一起聚众斗殴警情。处警民警赶往

现场处置，发现斗殴双及棋牌室老板陈某均惊慌失措。

现场搜查后，警方在陈某的卧室发现仿制M1911气动力

手枪一支、制作铅弹的模具一套及部分铅弹。对此，陈

某称枪支弹药是自己捡到的，只是偶尔把玩一下。

  其后，民警在其手机内发现了多只斑鸠被猎杀的视

频，而被查扣枪支威力并不足以猎杀如此多的斑鸠，民

警判断陈某肯定还持有杀伤力更大的长管枪支。对此，

陈某矢口否认，称视频是从网上下载的。

  其后，警方通过排查发现，陈某的好友陈某某为涉

枪前科人员，且名下登记的某汽车内饰与所涉及视频

内背景相符，办案民警分析两人曾一起外出打猎，枪支

可能藏于陈某某处。

  2月9日，警方将回江都过年的陈某某抓获，并在其

后备厢内发现一支气动力长枪及部分铅弹。在抓获陈某

某后，警方经讯问后深感案情重大，随即成立由30名精

干警力组成的专案组，查清枪支来源、深挖涉枪嫌疑人。

  专案组以上述线索为突破口，顺利挖出赵某等3个

本地涉枪团伙，先后抓获赵某等嫌疑人17名，扣押枪支

33支。赵某供述，其通过网络聊天软件向昵称为“007”的

卖家购买气枪，对方称其销售的枪支由“老鬼”从境外

发货，货源充足。“007”要求通过ATM机将现金直接存

到指定银行账户上，每支枪的价格3万元至5万元不等。

  随即，专案组通过该线索查明“007”为湖北人周

某，是圈内知名的“玩枪大神”，也是境外发货商“老鬼”

在境内的代理人之一。4月7日，在公安部刑侦局、江苏

省公安厅、扬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专案

组在湖北将周某抓获。

  经查，周某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本科学历，有正

当生意，收入也不错。他平素喜欢研究机械，闲来就捣鼓

枪支，会组装、调试、修理各式枪支，还是多家铅弹模具

制造商的技术顾问。专案组将其抓获时，他正在工作室

中“埋头苦干”。审讯中，周某坚称自己只知道所有上下

线的虚拟身份，其他一概不知。案件一度进展不顺。

  专案组通过排查周某的联系人，最终发现一个昵

称为“东去大江”的人员形迹可疑，在深入调查后确定

其为广东人伟仔。4月28日，掌握确实线索的专案组前

往广东河源，在一加工厂内将伟仔抓获，现场缴获100

余套成品及半成品铅弹模具。

  据伟仔交代，其为了规避法律监管，在境外社交软

件脸书上发布销售铅弹模具广告，然后在某网站注册

商铺，对境外销售铅弹模具，再回流进国内，交易款项

通过某网站提现，十分隐蔽。被抓获时，他已卖出200余

套铅弹模具，获利100余万元。 

  此后连续数月，江都警方坚持打源头、端窝点、关

论坛、封账号，抽调多警种同步上案，整合侦查资源，形

成合力。

  为彻底铲除枪支贩卖通道，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

对涉案的快递物流网点以及相关快递员、寄件人开展

深度侦查，深挖出一条由境外向国内走私贩卖制式气

枪的重大线索：“老鬼”在境外将枪支拆解、分散，通过

藏匿于各种伪装物中，再以“水客带货、船运物流”的方

式从厦门入境；周某等代理商联系买家，并通过物流、

快递方式将枪支输送到境内各省市买家手中，形成跨

境输送网络。

  审讯中，不少嫌疑人交代，自己购买枪支用于打猎，

几万元以上的枪支装配完成后，威力巨大，可以一枪击

毙一头野猪。还有嫌疑人交代，有少数枪支流入黑恶势

力手中，用以暴力催债等，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本案中，警方共计

缴获美国雷明顿公司产小口径步枪1支、制式气动力枪

支143支，打掉生产进口枪支铅弹模具窝点1个，查扣铅

弹模具200余套，缴获铅弹1万余发。

制图/高岳  

扬州江都警方侦破部督跨境贩枪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67名缴获枪支144支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近日，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公安机关

移送的故意伤害案认定为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

  2020年6月的一天，某水果店店长庞某见熟客单某

与丈夫张某来店内购买水果，便热情接待，握手相迎。7

月10日晚，张某酒后路过该水果店，想起那天妻子与庞

某握手的情景，心中不悦，遂用脚连续踹了几下水果店

大门。

  庞某听到动静后从店内跑出来阻拦，二人发生肢

体冲突。其间，庞某攥住张某双手，后被人拦开，庞某

便离去报警。张某捡拾砖头接着打砸水果店玻璃门，

将门砸坏进入水果店内继续滋事，对水果乱扔乱砸，

把货架拉倒，将部分物品损毁。经鉴定，损毁水果及物

品价值为2284元。在此过程中张某左手第四掌骨粉碎

性骨折。经鉴定，张某的伤为轻伤二级。2021年4月28

日，张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任丘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5个月。

  5月18日，公安机关以庞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任

丘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的起因系张某酒后滋

事、借故生非，且张某已被任丘市法院判处寻衅滋事

罪，说明张某整体实施的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非

法性。庞某作为水果店工作人员，在面对店里合法财产

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张某实施阻拦，与其发生肢体接

触，其行为目的是为保护合法财产免受不法侵害，是一

种正当的防卫性质，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

  虽然庞某未先采取报警等其他阻止措施，但在当

时紧急情况下，不能对防卫行为作出过高的要求和严

苛的限制。而且，其二人在被人拦开后，张某继续对水

果店实施打砸行为，不法行为一直在持续。且张某的左

手在后期打砸行为中多次使用，张某所述其手掌骨折

是前期庞某攥手时所致不能证实。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

指导意见》，要切实防止“谁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

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

神。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

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

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

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

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

防卫人。

  该案审查完毕后，任丘市检察院于8月17日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公安机关侦查人

员等作为听证员，对庞某涉嫌故意伤害案举行了公开

听证会。听证会围绕庞某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焦

点进行，承办检察官阐述案件审查情况、出示证据，并

对焦点问题进行释法说理。

  听证员们在充分审查案件证据、分析讨论后，一致

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认为庞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不应当负刑事责任，并对检察机关坚持客观公正立场

全面审查案件的积极态度给予充分肯定。

河北任丘检察机关认定一起正当防卫案件

对一故意伤害犯罪嫌疑人依法不起诉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滨法

  2020年11月，苹果公司官网推出以旧Macbook Pro

折抵新机的活动。夏先生手头有一台苹果电脑，正想换

一台新款Macbook pro电脑，遂点击活动链接参与折抵

活动。苹果公司官网对其苹果电脑评估之后，给出了

4200元的折抵价格。这个价格与夏先生的心理预估价差

不多，于是他果断参加了这个以旧换新活动。

  数日后，夏先生接到顺丰快递上门取件电话。夏先

生向苹果公司官方客服人员进行核实，才知道苹果公司

委托了第三方爱锋派公司进行折抵机器的回收工作，并

委托顺丰快递上门收货。夏先生拍摄了苹果电脑外观、

运行状态的照片，并与快递员当场核实了电脑的外观以

及运行状态。确认状态正常后，将其交给快递员。

  正当夏先生等着新苹果电脑送货上门时，却收到

苹果公司官网发来的电子邮件，对方告知被回收的苹

果电脑折抵价格由4200元变成了0元，原因是电脑的摄

像头无法正常工作、显示屏存在功能性问题。好端端的

电脑怎么可能突然存在这么多问题呢？夏先生电话联系

了官方客服人员，要求苹果公司进行调查。然而，夏先生

多次打电话、发邮件均无果，苹果公司一直拒绝处理。

  “一开始苹果公司客服还说我诉求合理，承诺帮我

解决问题。后来由一名经理处理，该经理通过电话告知

我，苹果公司拒绝对电脑进行检测工作，同时明确拒绝

与我进一步沟通处理。”夏先生说，无奈之下，他只得将

苹果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夏先生表示自己参与苹果公司的新电脑折

抵活动，将运行良好的电脑交付被告指定的承运人，已

完成合同履约义务。由于苹果公司拒绝旧电脑损坏状态

进行技术检测和责任期限认定，自己有理由认为电脑的

损坏是苹果公司或其委托合作方爱锋派公司所致。

  苹果公司辩称，夏先生与苹果公司就案涉旧设备

不具有合同关系，夏先生是和爱锋派公司缔结的回收

合同，应向爱锋派公司主张，夏先生要求苹果公司支付

旧设备折抵款的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为查明事实真相，法院依法追加爱锋派公司作为

第三人参加诉讼。爱锋派公司表示，夏先生与其订立合

同，双方存在产品换购合同，且双方关于旧设备回收的

交易未达成。夏先生无权起诉苹果公司，要求驳回夏先

生的诉讼请求。但爱锋派公司无法提供其和夏先生所

签订的合同。

  经审理，本案件争议焦点为苹果公司是否与夏先

生成立换购合同关系。经查，夏先生通过苹果公司官方

网站订购新设备并参加折抵换购，苹果公司通过订单

页面承诺，“你将设备交给我们之后，我们会通过你的

付款方式向你返还折抵金额”。苹果公司还发送电子邮

件，载明“你的折抵换购已启动。感谢你参与App l e

Trade In换购计划，退款方式：原始付款方式，预估的折

抵返款：RMB4200”，并陆续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夏先生

折抵合同的履行情况。爱锋派公司也向夏先生发送短

信，载明：“欢迎您在Apple官网参与Apple Trade In换购

计划”。可见苹果公司和夏先生对双方权利义务及折抵

设备、付款方式、折抵金额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可认定

夏先生与苹果公司之间成立折抵换购合同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夏先生与苹果公司之间实质

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夏先生已将电脑交付给苹果公

司，苹果公司应按约向夏先生支付折抵款4200元。苹果

公司主张电脑在交付时就存在质量问题，夏先生对此

予以否认，且已提供初步证据。苹果公司应对案涉电脑

在交付时就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电脑在交付时就存在质量问

题，苹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最终，法院一审

判决苹果公司支付夏先生折抵款4200元。

杭州滨江法院审结苹果电脑以旧换新案
确认消费者与苹果公司实质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余腾飞

邹文娣 近日，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

法院对百花洲文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社长）姚雪雪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

姚雪雪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姚雪雪曾担任百花

洲文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社长)、微

小分公司负责人、文学研究会法定代表人、

副会长、秘书长、上美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2年至2014年期间，姚雪雪利用职务便利

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个人及伙同他人非

法占有上述公司财物共计164万余元。2011

年至2018年，利用职务便利在图书印刷业

务、印刷款拨付、资金拆借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魏某、何某等人财物共计

163万余元。2014年至2017年，利用职务便

利，通过百花洲文艺公司控股的上美公司

拆借资金2800万元给艺术品公司投资艺术

品经营，其中900万元经过百花洲文艺公司

社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余款1900万元系姚

雪雪个人决定以上美公司名义投资拆借给

艺术品公司进行营利活动。

  截至目前，艺术品公司已归还上美公

司2500万元本息，尚有300万元本息未归还

上美公司。其间，姚雪雪以个人投资收益方

式伙同他人共同收受何某的财物。另查明，姚雪雪还存

在失职行为，造成上美公司直接经济损失322.87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姚雪雪构成贪污罪、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遂作出上述判决。一

审判决后，被告人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本报讯 记者姜东良 见习记者李娜 通讯员

郭广生 近日，山东省宁阳县公安局根据一名女子通

过网络社交平台大量购买酒石酸唑吡坦服用的线索，

顺藤摸瓜，摧毁了一个跨省贩卖国家管制精神药品的

犯罪网络，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一年多来，该团伙共

计贩卖管制精神药品酒石酸唑吡坦6万多片。

  此前，宁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在走访排查中

获悉，辖区女性居民王某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大量购买

酒石酸唑吡坦服用。经查，王某从网上贷了将近20万

元，先后买了1000余盒酒石酸唑吡坦。

  据了解，酒石酸唑吡坦用于治疗失眠症，使用该药

可导致身体和精神依赖，必须凭借医生处方开具、严格

按照剂量要求服用。每次用量最多两片，连续服用最长

不能超过4周，但王某对该药产生了强烈依赖性，最大

服用量达20多片，曾被家人送到戒毒医院戒毒脱瘾。

  经过侦查，警方发现王某身后隐藏着一个贩卖国

家管制精神药物的犯罪网络。王某的酒石酸唑吡坦来

源于广东的易某，而易某的上家则是江苏的苏某。苏

某是南京某医院的收费员，他在某社交聊天软件里开

设聊天室，吸引有需求的人购买酒石酸唑吡坦。自

2020年6月以来，王某先后从苏某手里购买酒石酸唑

吡坦700多盒（每盒20片）。

  经查，苏某利用在医院做收费员的工作便利，捡拾

他人大量的就诊卡，利用这些就诊卡从医院开出大量

的国家管控精神药品处方。苏某在9个月的时间里，以

每盒60多元的价格从医院购买酒石酸唑吡坦3000多盒。

同时，医院护工张某为获取非法利益，也利用收集他人

的就诊卡非法购买该药卖给苏某。苏某在社交聊天软

件上以每盒90元至11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民警在侦查中发现，苏某向外销售的酒石酸唑吡

坦还有一个来源，是安徽籍某药品医药代表吴某。吴

某为赚取差价，曾向苏某销售过600盒酒石酸唑吡坦。

经查，吴某的酒石酸唑吡坦来自同乡张某某。为获取

非法利益，身为医药代表的张某某联系安徽一家医院

的药剂师余某，从医院开出600余盒酒石酸唑吡坦。余

某将该批酒石酸唑吡坦卖给张某某，张某某又卖给吴

某，吴某每盒加价30元到50元不等，再卖给苏某。

  目前，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已

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女子网购管制精神药物牵出贩毒大案

  本报讯 记者唐荣 见习记者李文茜 通讯员

张宏 张心 近日，一起导游利用旅行团游客“托带”

洋酒入境被海关定性走私处罚的行政纠纷案尘埃落

定，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导游宗某走私事实成立，依

法驳回其撤销没收决定的诉讼请求。

  2018年3月25日，在人潮涌动的广东深圳某口岸旅

检入境大厅，一个小型旅行团引起了海关当值关员的

注意，关员对该旅行团一行进行检查，在导游宗某的

行李中查获未申报的某品牌洋酒2瓶，在其余17名旅

客的行李中查获未申报的相同品牌洋酒每人各1瓶。

  在海关调查询问过程中，17名旅客均表示洋酒不

是自己的，是导游宗某托他们携带。宗某在现场称：

“我知道海关规定1人只能带1瓶酒，多带要征税，让同

行游客每人帮我带1瓶酒，就不用向海关申报。”据此，

海关认定17名旅客携带的洋酒均为导游宗某所有，宗

某作为专业导游，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企图钻法律的

空子，偷逃应纳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海关对案涉洋酒全部没收。宗某不服，提起行

政诉讼。

  法院经查明认为，根据宗某在旅检查验现场的自

认以及涉案游客确认的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

以认定宗某从海关旅检大厅入境时未向海关申报，以

其本人或请游客帮忙携带的方式，将涉案19瓶洋酒携

带入境，属于走私行为。

导游托游客携带19瓶洋酒入境被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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