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广佛一家

2020.3.27��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D07

·新佛山

顺德公安返还被盗财物

挖掘机、金戒指等物归原主

□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郭炜

通讯员 梁晓茵 吴明

“没想到这样旧的货车和挖掘机车

都有人偷！ 更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破

案，还把车找了回来，感谢你们！ ”3 月

25 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在乐从派出

所举办被盗物品发还仪式，被盗车辆的

事主练先生在收到民警找回的失车时，

激动地说。 当日，顺德公安还通报了侦

破的另外一起系列入室盗窃案，发还了

部分缴获的被盗财物。 3 名事主赶到现

场赠送锦旗致谢。

冒充车主盗卖车辆隔日就被抓

3 月 17 日 17 时许， 事主练先生来

到乐从派出所报案。 3 月 15 日，他将一

辆农用货车和一辆挖掘机停在乐从环

镇北路一花圃旁边空地后离开，2 天后

发现这两辆车不翼而飞。 练先生无奈地

表示， 这两辆车平时是用来运货作业

的，已经用了十多年，一直都是停放在

路边，从没想过这样的车都有人盗。 车

虽然旧，但两辆车加起来也值 14 万元，

“况且它们是我工作的交通工具， 现在

等到了复工复产的好时机，但车却不见

了！ ”练先生痛心地说。

接报后， 乐从派出所马上立案侦

查。 经过现场走访和深入侦查，民警很

快就锁定作案嫌疑人是居住在佛山市

南海区狮山镇的男子关某。 3 月 18 日

17 时，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关某教育劝

说， 关某主动来到乐从派出所投案自

首。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将关某已经

出售的两件赃物———货车和挖掘机成

功缴获。

经审讯，2019 年 9 月， 关某从南海

来顺德办事， 经过乐从镇案发路段时，

他发现这两辆车停放在路边，他猜想这

两辆车比较旧可能主人很少使用，便留

了个心眼。 直至半年后，他与妻子因为

没有工作且家庭因经济拮据，就突然想

起了这两辆车，便想找个时间把它们偷

了换钱用。

2020 年 3 月 15 日傍晚， 他独自一

人骑自行车从南海来到顺德乐从，果然

在上址找到这两辆车。 为谨慎起见，他

还专门问了附近一名养鱼村民是否知

道车主是谁，村民表示不清楚时，他便

说干就干了。 随后他拿出以前从地上捡

到的收购二手车电话号码的小纸条，通

过联系， 以 1.2 万元价格联系上对方过

来看货交收。 买家问他要车的资料，关

某辩称这两辆车都是老板报废的，他只

是替老板卖车，没有资料。 买家信以为

真。 最后，买家连夜分两次用拖车把两

辆车运走。 截至自首那天，关某卖车所

得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仅剩 900 多

元。

入室大盗翻墙作案终落网

2 月 28 日上午，事主谭先生回到位

于乐从镇荔中路住宅的家中，发现背包

内一枚金戒指与少量现金不翼而飞。

“背包一直放在家里，怎么会不见了？ ”

带着疑问， 他又检查家里的其他位置，

发现卧室床头柜里的另一枚金戒指与

一台苹果手机也“人间蒸发”，被盗财物

价值近 1 万元。 谭先生随即报警。

接报后，乐从派出所民警经侦查发

现，该案件与辖区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

案作案手法类似， 嫌疑人均是爬墙入

屋，判断是同一人所为。 经过连日来的

侦查，专案组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身份。 3

月 18 日下午， 民警在乐从一公园内成

功抓获嫌疑人刘某，在其身上缴获金戒

指和手机等财物。

原来，2019 年 3 月， 刘某因囊中羞

涩，在乐从沙滘一没上锁的店铺内盗得

4000 多元现金。 自此后，刘某时不时寻

找一些没上锁的店铺、单家独户住宅下

手盗窃。 据刘某交代， 至今共计作案 8

次，大部分被盗的物品所得都在日常开

支中花销了。

当日据刘某交代，民警循线找到另

一名事主李女士。 当李女士回到其位于

乐从镇荔中路的自建房屋检查，才发现

原本放在屋内的一枚金戒指、一条金项

链、金耳环、吊坠等财物被盗，损失共计

1 万多元。“这间房屋平时没人住，我平

日只是不定时回去打扫一下，多亏警察

找到我并通知我，才知道被人入屋盗窃

了首饰。 ”李女士说，“非常感谢警察，还

帮我把被盗财物找了回来。 ”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这系列入室盗

窃案件中，嫌疑人都是爬墙进入，均选

择一些没锁好门的店铺或者平时没人

住的房屋作案，警方提醒市民离开住处

或工作单位时，要确保门窗锁好。 对于

没人居住的房屋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和

贵重财物，有条件的建议安装防盗报警

装置和视频监控。

目前，嫌疑人关某、刘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据悉，今年以来，顺德区公安局在

全力以赴抗疫的同时不忘强力打击违

法犯罪，成效凸显。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3 月 24 日，全区公安机关共侦破盗窃类

案件 81 宗，刑事拘留 134 人，依法逮捕

133 人。

3 月 24 日上午， 佛山市公安局

南海分局黄岐派出所联动大沥镇教

育局、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

（黄岐医

院）

及黄岐中学，以“云课堂”的方式，

为全镇的师生和家长开展一场线上

的防疫防诈骗宣讲活动，提升市民防

范水平。

“近期，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线上

学习特殊性实施诈骗，利用孩子防范

意识弱的特点，诱导学生进行充值等

消费活动。”课堂上，黄岐派出所女子

抗疫先锋队队长陈瑞贞坐在电脑前，

通过列举“红包返利诈骗”、“冒充学

校工作人员诈骗”、“游戏装备买卖诈

骗”等典型生动的案例，向全镇的师

生、家长线上直播传授识别、谨防网

络诈骗陷阱的方法和技能。 同时，提

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督教育和

健康引导，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随后，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医生

黄洁玲在电脑前对学生进行个人防

疫知识宣讲， 提醒他们做到勤洗手、

戴口罩、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

动等。 此外，还应该保持心理健康和

科学认识，避免出现“网络疑病症”。

“疫情期间，学校也要不能放松警惕，

要做好防护工作。”接着，黄洁玲对学

校必须开展的卫生防护措施进行了

宣讲，提醒要坚持将疫情防控和复学

两手抓。

形式新颖、 内容详实的课程得

到师生、 家长的纷纷点赞和支持。

“线上教育， 不是把手机交给孩子就

完事了， 而是应该通过这样的契机，

引导孩子完成互联网生活的安全教

育。” 陈瑞贞表示， 今后黄岐派出所

还将继续联动医院、 学校协同开课，

通过“云课堂” 等创新授课形式，

打造学生喜闻乐见、 高效实用的法

制教育课程。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郭炜

通讯员 关舒允

发现牌友“出老千”

报警反被“一锅端”

“阿 sir，你们必须主持公道！ 她‘出

老千’骗了我十几万不肯还！”日前，南海

区平洲的李某在打麻将过程中频频输

钱，怀疑牌友余某“出老千”，遂报警举报

余某诈骗钱财，要求民警将余某抓走。结

果，联同他在内的 4 名参赌人员，全被警

方“一锅端”。

3 月 21 日 16 时许，有群众报警称，

其在平洲夏西简池村某商铺内打麻将，

被牌友以“出老千”形式诈骗了 30 万元。

接报后， 南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立即指

派平洲派出所到场处置。

平洲派出所夏教社区民警中队民警

赶到现场后， 发现房间内的 4 位牌友还

在为“出老千”的事情相互争吵。 看到民

警到来，报警人李某便诉起苦来，称自 3

月 8 日开始，他与余某、陈某、梁某三人

闲来无事，便约在一起打麻将，由余某购

买麻将桌。 期间余某牌运奇佳、 一直赢

钱，自己和陈某、梁某却输了个精光。 后

来， 他们三人发现余某购买的新麻将机

“内有乾坤”， 余某通过机子里的芯片进

行控制，经常自摸赢钱。 于是，李某三人

要求余某归还打麻将作弊时赢取的 30

万元，但遭到拒绝，几人随后发生争执，

李某一气之下拿起电话报了警， 让警察

过来“评评理”。

“这 30 万元你们就先别惦记了，等

案件审理清楚后我们再作处理， 但是你

们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聚众赌博， 现在

先跟我们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随

后，民警将李某四人悉数带回派出所，并

现场收缴了麻将等赌博工具。经审讯，李

某等四人均交代了自己参与赌博的违法

事实， 余某还交代了其购买作弊麻将机

后“出老千”诈骗牌友的犯罪事实。

目前，李某、陈某、梁某三人被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

余某因涉嫌诈骗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

正在审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郭炜

通讯员 袁婷

警医校联动打造

防疫防骗“云课堂”

在现场，事主向顺德警方赠送锦旗致谢。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