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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案例一

2020年 2月，一起看似普通
的故意伤害案件放在了检察官的
案头。“我们的医疗费用都是自己
东拼西凑支付的，已经欠下了 10
多万元的债务。”看着案卷中这些
记录，检察官发现，被害人还是重
点疫区人员，是湖北黄石籍。

2011年 6月，被告人高某等
三人因琐事无端殴打被害人，造
成王新、王兴二人重伤。当年，其
中两名被告人被警方抓获，后被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各判处有期
徒刑七年六个月、五年六个月，附
带民事诉讼赔偿，共计 20 余万

元。而一同参与殴打的同案犯高
某第一时间潜逃，被公安机关列
为网上追逃对象。2019年 11月
12日，高某落网。

“两名被害人现在情况怎么
样了？法院判决的赔偿款支付到
位了吗？”带着疑问，该案承办人、

余杭区检察院良渚检察室检察官
汤曼娜翻看了 2011年的案卷，找
到了王新、王兴两兄弟的手机号
码，可惜两人号码都已更换，后又
联系了两人当年在余杭暂住地的
社区，也未找到。后在公安协助
下，最终联系上了两名被害人。

区检察院邀请代表委员、律师、民警、村委共同参加

一场特殊的远程公开听证会
被害人远在700公里外 获6万元司法救助金

“有了这笔钱，我们近期的生活有保障了。”远在 700公里外的湖北黄石市阳新

县的王新（化名）在视频连线中激动地说。3月18日，余杭区检察院组织召开了一场

特殊的公开听证会，就一起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件的被害人王新、王兴（化名）是否符

合司法救助条件进行公开听证。

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余检

办案中推进诉源治理 发现赔偿未到位
说
案

“我的伤口每到下雨天还是
会疼会痒。”哥哥王新告诉汤曼
娜，“弟弟伤到了肺，时不时会呼
吸困难。”虽然事情已经过去9年，
身体的伤口早已愈合，但重伤留
下的后遗症仍折磨着两兄弟。

当年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
两人各项损失费用共计 20余万
元，但因种种原因，赔偿款一直没

有到位。
直到 2019年底，高某等人服

刑期满，王新、王兴两兄弟才陆续
拿到了赔偿款，总金额不到 20万
元，只够偿还部分借款。当检察
官找到他们时，两兄弟仍有两三
万元外债没有还清。

“前几年，爸妈被查出患了癌
症，治病又花了不少钱。”王新说，

“除了为父母治病的开支，妹妹患
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我们
的孩子都还没成年，需要抚养。
这几年，生活负担挺重的，自己身
体也不好，想起之前的事，心里就
不舒服。”因赔付不到位，王新、王
兴都留下了后遗症，兄弟俩曾多
次到相关部门信访。

汤曼娜调查发现，王新家是

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这几
年，兄弟俩虽然一直在杭州打工，
但仍无法让这个多难的家庭脱离
贫困。本来过完年两人就该返杭
工作的，没想到因疫情被困在老
家。“老家这边管控非常严格，人
都无法随意出门走动。”王新说，

“现在无法回杭州打工，又没有收
入，心里挺着急的。”

被伤痛折磨9年 家庭收入入不敷出

考虑到两名被害人的身体和
家庭情况，以及在赔付执行问题
上可能存在的矛盾隐患，“从化解
矛盾、减少对立面的角度出发，结
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认为
王新、王兴两兄弟符合司法救助

的条件。”余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
娟介绍说。

因疫情不便，区检察院依照
信访代办及“最多跑一次”相关规
定，多方联系原案承办部门及被
害人所在村委会、原暂住地社区

等单位，为远在700公里外的两名
被害人及时办理司法救助。

3月 18日，陈娟作为承办人，
组织召开王新、王兴司法救助案
的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涉法涉诉律师和公安承

办民警、被害人所在地村委主任
参加远程视频听证。

经各方充分发表意见，确认
王新、王兴兄弟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余杭区检察院决定对两兄弟
每人拨付司法救助金3万元。

信访代办推进诉源治理 远程开展司法救助听证

说
案

说
案

针对近期出现学生被骗案件，
建议广大学生、家长要提高自我和
孩子的防范意识，不要让孩子随意
使用手机绑定的银行卡、微信钱包
等，一旦存在泄密风险，要及时更
改密码。

宅在家的孩子们也应提高警
惕，切勿轻信平台上带有广告性质
的视频、弹窗，切勿随意购买装备
或进行网游充值。一旦发生被骗
等情况，要保留好证据，及时报警。

（据“杭州公安”）

骗子盯上上网课的中小学生
网购诈骗最多的是买装备、账号、游戏币

近期，孩子们都在家上网课，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多了。一

些不法分子将诈骗目标转向了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

据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反诈中心统计，今年 2月，富阳学

生被骗案件共计32起，相比去年2月的13起，同比增长146%。受

骗学生年龄最小的7岁，受骗金额最高的有7万余元。据统计，购

买游戏装备、账号、游戏币等网购类诈骗形式，在学生被骗案件中

占比最高，今年1月和2月杭州富阳共发案22起。

据温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统计，2月温州市发案量最高的诈

骗类型是购买游戏装备账号类，另外QQ冒充好友诈骗、红包返利

诈骗等案件上升幅度较大，这三类案件占总发案24.6%，损失高达

245万余元。从受害者年龄看，以“00后”为主，“00后”被诈骗案

件数量同比去年2月上升120%，其中最小受害者才10岁，因网络

游戏被诈骗18000元。

2月 9日，台州黄岩的学生小
陈（化名）用手机登录QQ空间时，
网页上弹出“学生党免费领取 160
元”的信息。小陈信以为真，根据
信息提示添加了QQ群。

小陈进入群聊后，收到对方发
来的二维码，让其扫码支付 200
元，支付成功后会退还 1200元现
金。小陈按要求向其支付了 200
元。之后，对方又以支付时未添加
备注等各种理由，让小陈重新支付

200元、333元。
小陈感觉不对劲，便联系对方

要求退款，对方让小陈联系客服
乙。在客服乙的诱骗下，涉世未深
的小陈又依次支付 29977.47 元、
19936.74 元、29998 元、9999 元、
19685.22元、23182.67元。

在损失 133512.1元后均未收
到退款，小陈这才意识到被骗，立
马向公安机关报案。

目前，该案还在侦办当中。

网页弹出“学生党免费领”反被诈骗十多万

案例二案例二
2月10日，温州一小学生朋朋

（化名）在TT语音软件里认识一网
友，对方称要送游戏皮肤给他，但
是需要微信登录账号，于是朋朋把
妈妈的微信号和密码都告诉对方。

接着对方说，送皮肤前需要充
值，要转 2000 元给他，之后会退
还。涉世未深的朋朋按照对方的
要求，用其妈妈微信给对方转了
2000元。

接着，对方又让朋朋依次转了

2000元、3000元、3000元、4000元、
4000元……直到无法继续转账。

为防止被父母发现，对方诱骗
朋朋主动注销了妈妈的微信号，然
后使用妈妈手机号重新注册了微
信。

直到 2月 28日，朋朋家长发
现银行卡消费异常，这才知道孩子
被诈骗了。

目前，该案件已受理，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网友要送游戏皮肤? 小学生被骗18000元

案例三案例三
13岁的小琪（化名）家住杭州

富阳。不久前，她在逛QQ空间时
加了一个好友，对方发布广告称，
可以轻松在家赚钱，日入几百元。
闲来无事，2月 27日晚上 10点左
右，小琪联系了这个好友。

对方很快发来一个微信二维
码，小琪刷了第一笔单，200元。不
过，对方告知，由于小琪是未成年
人，不能收到返利，最好拿家长的
手机来操作。

当天 22点多，小琪问妈妈借
来了手机，通过妈妈的微信加了对
方好友，并向对方转了一笔 9999
元、两笔 19999 元。加上此前的
200元，总计50197元。

转账后，因为一直没等到返
利，小琪有些慌了，不敢将手机交
还妈妈。一直到 23点 30分左右，
眼看实在拖不下去了，只能向妈妈
道出实情，妈妈随即报了警。

目前，该案还在侦办当中。

刷单返利能赚钱？ 13岁女孩被骗5万多元

案例四案例四
近日，14岁的初中生王某在用

手机玩一款手游时，想给游戏充值
100元，于是添加了一个名叫“手游
充值—官方验证”的QQ好友。对
方给了王某一个网址，让他去注册
充值。

充值后，王某发现还需要开通
账户，对方先是说没有积分无法开
通，让王某充值 980元获取积分，
后又称因为王某的操作有问题，积
分获取失败，所以还需要980元。

充完这笔后，对方又告知王
某，信息错误，导致钱被冻结，还需

要再充值 2500元，完成之后这些
钱都会转还给他，但如果不充值，
之前的钱都没法归还。于是，王某
继续充值，当对方还想继续用这种
套路骗钱的时候，王某终于反应过
来，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报了
警，总共被骗4560元。

一个初中生为什么会有这么
多钱呢？王某父亲称，由于自己对
手机操作不熟悉，所以网银绑定在
了儿子王某的微信上。

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
中。

充值游戏 义乌学生被骗4560元

警方提醒

反诈观念要普及到每个孩子

疫情发生以来，无数战“疫”人
舍小家顾大家。一场疫情，让我们
收获感动、懂得责任、知道感恩，但
也有人抓住大家购买口罩的急切
心理，实施诈骗敛财。近日，余杭
公安成功侦破一起在微信朋友圈
兜售口罩的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达
70000余元。

今年 2月初，王玲（化名）在朋
友圈看到，微商周某在售卖口罩，
便联系对方买3000个口罩，随后转
账9000余元。但是几天过去，王玲
并没有收到口罩，联系周某时发现
自己已经被拉黑。王玲意识到被
骗，立即报警。3月15日，东湖派出
所民警根据线索在辖区某租房将
犯罪嫌疑人周某抓获。

经查，周某，34 岁，重庆合川
人，从事微商行业。2月初，正是疫

情暴发期间，周某觉得卖口罩利润
可观。经朋友推荐，她联系到深圳
一家口罩厂。随后，周某在自己朋
友圈发布卖口罩的消息。

发布后，先后有四人购买了口
罩，共计 23000 个，周某收到了
70000余元货款。之后，周某与卖
口罩的厂家联系，结果却被告知口
罩卖完了。

在明知没有口罩货源的情况
下，周某并未将钱退还给买家，而
是直接将这四人微信拉黑，并把自
己的手机关机，拔出电话卡，心想
这样那些买家就找不到自己了。

目前，周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余
杭公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东湖派出所供稿）

女子朋友圈卖口罩诈骗7万元被抓

购买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
一定要在正规渠道购买，保证质
量的同时，也要小心被骗。

当对方提出提前付款的要

求，或者是汇款、转账、提供验证
码等信息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旦被骗，要及时拨打110或
者到就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警方提醒

购买口罩，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除了要对防疫物资的相关诈
骗提高警惕外，还有一些利用疫
情实施诈骗的多种套路，记得提
醒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骗局一：虚假售卖特效药、医
用口罩

诈骗分子会在网上散布预防
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和医用口罩等
信息，等有人上钩后，就会诱骗对
方购买，还会以先付款后发货为
由要求转账，付款后骗子便会消
失。

骗局二：以退改签为由实施
诈骗

诈骗分子会借新冠肺炎疫情
的名义，对外散布将机票、火车票
退票、改签等虚假信息，诱导用户
拨打来源不明的电话，或点击来
源不明的网址链接，从而套取到
银行卡账号、密码及验证码等个
人信息，将钱财转走。

骗局三：以捐赠的名义实施
诈骗

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手机，
冒用红十字会或民政等部门的名
义，发布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献
爱心的虚假信息，利用对方的同
情心来行骗。

骗局四：冒充客服实施诈骗
诈骗分子可能会冒充商家客

服、快递客服以新冠肺炎、企业复
工推迟、快递滞留等为由实施诈
骗，当你收到此类信息和电话时，
千万不要轻信，应立刻通过官方
渠道进行核实。

骗局五：谎称亲友感染病毒
实施诈骗

诈骗分子会冒充亲戚、朋友
来电，称患上了新冠肺炎，已被隔
离，并以救治、缴纳住院费等为由
要求对方转账。

（据“余杭公安”）

警惕利用疫情的诈骗套路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人都会叫
外卖或者线上点菜，既方便又省得
外出聚集。近日，仓前某小区的业
主挺烦恼，饿着肚子等来的外卖，或
者等着下锅的蔬菜居然不见了。

2月中旬至3月初，仓前派出所
陆续接到某小区业主报警称：网购
的外卖或者新鲜蔬菜被盗。据业主
称，被盗的基本上是一些食品和新
鲜蔬菜，明明外卖员跟自己打电话
确认过，就放在小区门口的，结果自
己下楼去拿，发现东西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仓前派出所迅速

展开调查，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并展
开视频追踪，很快锁定一名盗窃嫌
疑人。

3月10日晚，通过蹲点守候，民
警在该小区内将再次作案的李某抓
获。令人吃惊的是，李某是一名外
卖员。

经查，李某，22 岁，河南信阳
人。李某对自己盗窃的事实供认不
讳。据他交代，疫情期间，很多人都
点外卖或者线上买菜，为了节约生
活开支，就打起了偷外卖和蔬菜的
主意。

李某说，有时候觉得累了，不想
做饭，就直接偷外卖，有时候偷了新
鲜蔬菜，回家做饭吃。李某自己是
送外卖的，他发现有的小区门口没
有人管的。如果客户拿不到外卖，
就会打电话找平台投诉，平台会把
钱赔给客户，客户赔到钱了也不会
再追究，平台也不会去查。这样一
想，李某胆子越来越大，在仓前多个
小区实施盗窃多起，但他从不偷自
己送的东西。

3月 10日 18时许，李某还没吃
饭，又想着来小区门口偷点外卖，解

决一下晚饭。看到小区门口有保
安，心想着此时拿外卖容易被发现，
他就骑电瓶车到另一家公司门口溜
达了一圈，发现那边保安更多，不好
下手。于是，他又骑电瓶车折回到
小区门口，很自然地走到门口放置
外卖的地方，直接拿起两份外卖放
在电瓶车上。准备骑车离开时，被
蹲点已久的民警当场抓获。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余
杭公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余杭公安”）

小区居民买的外卖和蔬菜总不见
毛贼是个想“节约开支”的22岁小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