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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事

本报讯（记者刘涛）石家庄市

的一名送水工为了牟利，找人帮

忙搭建钓鱼网站，利用 POS 机盗

刷他人银行卡。12 月 5 日，此案

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8 年年初，石市警方陆续

接到多名市民报警称，自己的银

行卡就在身边，卡里的钱却被刷

走了。警方询问受害人了解到，

在银行卡被盗刷前，他们的手机

上都曾接到过一条提示积分即将

到期、要求登录指定网址进行兑

换的短信。受害人在点击了短信

中链接的网址后，按照页面提示

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交易密码、

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不久银

行卡就遭到盗刷。

警方侦查发现，受害人登录

的网站，界面与正规银行网站高

度相似，实则是犯罪嫌疑人搭建

的钓鱼网站。石家庄市公安局裕

华分局建通刑警中队对此案立案

侦查。6 月 19 日，民警将犯罪嫌

疑人许某某抓获。据悉，许某某

2017年曾因使用伪基站发送诈骗

短信被建通刑警中队处理过。

警方介绍，许某某是石家庄

市的一名送水工，父母多病，还有

两个儿子需要抚养。每月一两千

元的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网友处了

解到可以通过盗刷他人银行卡内

余额牟利，于是购买了域名并租

赁服务器，请网友帮他搭建了假

冒银行界面的钓鱼网站，但多次

发送诈骗短信都没有人上当。后

来，他先后购买了多部POS机，利

用买来的受害人银行卡信息盗刷

卡内余额。落网当天，许某某网

购的一台POS机刚刚快递到石家

庄市。民警已将这台 POS 机起

获。

据许某某交代，他直接盗刷

多名受害人银行卡金额 9000 余

元，还帮助其他嫌疑人盗刷近3万

元，每笔收取数千元不等的“服务

费”。此外，许某某还将自己购买

来的多台POS机加价出售给其他

网友。根据许某某的交代，办案

民警将另一名涉嫌盗刷银行卡的

嫌疑人抓获。

目前，许某某已被批准逮

捕。12 月 5 日，案件已移送检察

院进行审查起诉。

本报记者 马南

石家庄市民李阿姨非常喜欢

网购，最近两次遭遇购买低价商

品卖家不发货也不回复的情况，

无奈只得退款。12月19日，李阿

姨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最近半年来，李阿姨迷上了网

购。一个月前，有一位邻居告诉

她，有家网店在卖5元钱包邮的棉

拖鞋。“我点开链接，发现页面上介

绍说，因为厂家不干了，要把这些

拖鞋低价甩卖，还特意强调低价出

售只为了赚信用，所以一人最多只

能买三双。”李阿姨赶紧买了三双

拖鞋。“我还把这个消息转发给我

的几位朋友，大家都买了。”

一星期过去了，李阿姨的拖

鞋始终没有发货。“我开始以为是

因为促销活动买的人多，商家来

不及发货。”李阿姨说，后来一直

没动静，她向网店客服询问，过了

三四天都没有收到回复，网店页

面上这款拖鞋也下架了。“我问其

他买了拖鞋的朋友们，发现他们

的拖鞋也都没发货，有人甚至已

经忘了自己买过这款拖鞋了。”李

阿姨只好选择了退款。

十多天前，李阿姨又遇到了

同样的情况。“我想给孩子买个计

时器，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一

家网店只卖两元多还包邮。”李阿

姨下单付了款，过了四五天都没

有发货，她留言催促客服尽快发

货，又等了两天，客服既没发货也

没回复她。“孩子着急要，我实在

等不了了，便直接申请退款了。”

两次遭遇商家迟迟不发货的

情况，让李阿姨很纳闷：“既然不

想卖，为什么放在网店里让大家

拍？不发货的话顾客肯定要退款

的，钱也到不了商家手里，商家是

图什么呢？”

一位网络销售业内人士透

露，这可能是一些商家为了刷单

进行的操作。“卖家通过某件超低

价商品吸引很多买家下单，可以

提高网店的销量。有的卖家不愿

意亏本包邮发货，就在买家下单

后不发货也不再回复消息。”此

外，也不排除一些不良商家借低

价商品吸引买家下单，骗取买家

的个人信息。提醒消费者价格奇

低的商品谨慎下单。

本报讯（记者李珂）近日，石

家庄市桃园派出所接到一起报

警，一家小商店内有人打架受

伤。民警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这

起斗殴事件并不简单。

李某在石家庄市胜利北大

街附近某小区内经营着一家商

店，生意不太好，一直想搞点新

花样增加收入。今年 10 月，一

名“神秘”男子找到李某称可以

与他合作经营“事业”。原来，他

想在商店里装两台老虎机（赌博

机）。李某起初有些犹豫，但听

了该男子一番花言巧语，终于与

他达成了“合作”协议。老虎机

确实吸引了不少人常来光顾。

11 月份，李某靠老虎机获利

5000多元。

12月5日晚，李某的店里来

了3名气势汹汹的男子，声称在

老虎机上输了两万元，要李某还

钱，否则就砸店。李某称自己不

是老虎机的主人，对方要求与机

主当面解决。李某不敢报警，找

借口将机主找到店内。机主发

现情况不对，转头想跑，没跑几

步就被 3 名男子抓住。双方协

商不成动起手来，机主被打倒在

地。3人急忙逃走，临走还威胁

李某“少管闲事”。

有群众报了警，桃园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在等待 120 救

护车前来的过程中，民警向老虎

机机主简单询问了情况。在对

李某进行调查时，李某谎称自己

没看到事件过程，还说自家的监

控坏了。民警查看监控发现，最

近一个小时的信号竟然是“空

白”，于是找来监控电子工程师，

发现李某在民警赶到前故意删

除了监控中的相关内容。

民警将李某带回桃园派出

所，李某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李某的

行为涉嫌为赌博提供条件，还涉

嫌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

证言，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

案。警方对其处以合并执行行政

拘留 10 日并处 200 元罚款的处

罚。其他相关人员及违法行为另

案调查处理。

小商店装老虎机开设赌局

本报讯（记者刘涛 通讯员

田全保 陈思）“今天偷的这辆

电动三轮车刚骑到住处，什么品

牌的都还没顾着看，就被你们抓

住了。”12月7日，涉嫌盗窃的犯

罪嫌疑人杨某落网后对民警说。

11 月 30 日，石家庄市行唐

警方接一名群众报警称，自己放

在行唐县龙州镇某小区车棚内

的一辆黄色欧皇牌电动三轮车

不见了。警方经调查，确定张某

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12 月 7

日 11 时许，民警在石市郊区某

小区内将嫌疑人张某和杨某抓

获归案。

经讯问，张某和杨某自今年

10 月份以来，先后在石家庄市

区、新乐市、行唐县等地的居民小

区、沿街商店门前等地盗窃电动

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作案十余

起。

据办案民警介绍，张某今年

35 岁，石家庄人；杨某今年 45

岁，重庆人。今年10月份，刚刚

刑满释放 1 个多月的杨某从老

家来到石家庄，联系到刑满释放

不足6个月的张某，两人自制了

开锁工具，干起盗窃的老本行。

两人将盗窃来的车辆低价卖出

后，所得款项用来吃喝玩乐，挥

霍一空后再去盗窃作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杨

某均已被行唐警方刑事拘留，此

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两男子合伙偷电动车落法网

本报讯（记者蔡艳荣）12月

20日下午，石家庄市民政局、市

慈善总会联合石家庄爱尔眼科

医院共同举办了 2018 年“慈善

光明行”石家庄白内障贫困患者

救助项目总结座谈会，湖南省爱

眼公益基金会向市慈善总会捐

赠项目救助资金320万元。

“慈善光明行”项目是由石

家庄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

合 石 家 庄 爱 尔 眼 科 医 院 于

2017 年 1 月共同启动，为期 3

年，主要面向石家庄贫困白内

障患者开展的公益慈善行活

动，项目累计救助资金达 1000

万元。

两年来，“慈善光明行”项

目执行单位石家庄爱尔眼科医

院进行白内障筛查、科普讲座1

万多场次，先后为 46 万名群众

进行眼部义诊，为贫困白内障患

者实施救助手术3万多人次。

“慈善光明行”惠及3万余名患者

本报讯（记者李会嫔）记者

从石家庄水务集团供水公司获

悉，该公司近日开通了支付宝缴

水费功能，石家庄市主城区水表

出户的居民用户可以通过支付

宝缴纳水费了。

石家庄水务集团供水公司

在实现微信线上缴费的同时，积

极与支付宝公司联系，于 10 月

份完成了支付宝线上缴费通道

贯通工作。经过一个月的数据

联调联测和实际缴费测试后，近

日正式向广大用户开放支付宝

线上缴费通道。即日起，石家庄

主城区范围内水表出户的居民用

户，即原使用河北银行卡缴纳水

费的用户，均可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缴纳水费。

石市主城区能用支付宝缴水费了

12月19日，牛世民在石家庄市无极县的剪纸工作室内展示剪纸创作。牛世民是无极县人，30多

年来潜心钻研剪纸制作技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开发出“革剪”“叶剪”“布剪”“羽剪”等多个剪

纸衍生品种。2008年，牛世民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前不久他作为石家庄“一带

一路”行·走进俄罗斯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代表，在俄罗斯进行剪纸技艺文化交流。

新华社发 资 讯

网购低价商品
商家不发货也不回消息

无极剪纸走出国门

送水工建钓鱼网站
盗刷他人银行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