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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兜售特效神药为名跨省行骗

“神医”团伙被一网打尽
本报讯 名医网售特效神药，你信不
信？近日，我市警方奔赴湖南衡阳一举抓获
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彻底粉碎了一个以
“神奇药方”名义实施诈骗的特大犯罪团
伙，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今年 3 月，我市警方接到市民报警称
其 通 过 微 信 先 后 购 买 了 数 次 某“ 神 奇 药
方”，花了 1.5 万余元，却没有任何疗效。接
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锁定了辖区内
一诱导购物诈骗团伙，发现该团伙冒充“名
医”
“ 专家”，以“诊治”为幌子，夸大病情诱
导受害人购买所谓的“男性保健品”，涉案
价值高达近千万元。

民警通过微信确定了该团伙人员及架
构，最终在今年 4 月捣毁了这个以“名医
坐诊”“神奇药方”为名实施诈骗的特大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7 人。但该
团伙中，一名陈姓女子一直未落网。顺着
陈某这条线索，民警继续展开缜密侦查，
深入挖掘，最终一步步将其他躲在暗处，
仍在从事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统统“揪”了
出来。
原来，民警在梳理涉案物流负责人刘
某的快递数据时发现，一个以朱某为首
的团伙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而
上述陈姓女子就躲藏在该团伙中。民警

通过一名受害人提供的相关信息锁定了
该团伙所在的位置位于湖南省衡阳市，
但该团伙成员分散，十分狡猾。据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杨介绍，嫌疑人
各自在家，白天正常工作，晚上通过微
信实施诈骗。这给警方抓捕带来了不少
难度，侦查员前前后后对嫌疑人的数十
个落脚点进行实地侦查。
11 月 11 日凌晨，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
助下，趁犯罪嫌疑人熟睡之际，我市警方在
不同地点将朱某等 9 人全部抓获归案。
归案后，朱某等犯罪嫌疑人对诈骗事
实供认不讳。据朱某交代，他们从今年 2 月

起在微信上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的形式实
施诈骗，受害人遍布江苏、上海、浙江等十
多个省市。目前，9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警方提醒，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高发，
市民应时刻绷紧防范之弦，谨防新型电信
诈骗。在寻医问诊时，务必到正规医疗机
构，切勿盲目轻信网络平台的虚假广告；一
旦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拨打 110
报案。
（融媒体记者 鲍欣欣 卫彦华 张鎏
晨<实习> 通讯员 向小虎）

自助缴费
方便村民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一起
涉嫌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案件，并将涉案的
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
据悉，顾某与江某系朋友关系。顾某起诉
要求江某归还借款 400 万元及利息。庭审中，
顾某为证明“借款事实”，向法院提供了借条、
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却不能详细说明借款
经过、资金来源等。同时，江某不但不予抗辩，
反而强烈要求法庭调解结案。经排查，江某有
多起未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不排除有以虚
假诉讼方式规避执行的嫌疑。
法庭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发现顾某与江
某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涉案资金实际来源于
江某本人，双方并不具备真实借款。据此，市
人民法院以顾某和江某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为由，驳回了顾某的起诉，
并将双方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侦查。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对“套路贷”虚假诉
讼问题狠下重拳，对“套路贷”、虚假诉讼等问
题开展专项整治。通过立案甄别、线索摸排、
协调联动、整风肃纪等多种方式，市法院坚决
打击“套路贷”虚假诉讼行为，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震慑试图通过虚假诉讼达到不法目的
人员，引导社会公众提高对“套路贷”虚假诉
讼的风险防范意识，净化诉讼秩序，维护司法
权威。
（通讯员 金鑫 连文涛）

明明有钱却不还
被判还钱还获刑

近日，在海复镇垦牧村党群服务中心，
村干部帮助村民在社保自助查询机上缴纳
医疗保险费用、查询社保信息。2021 年度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于 11 月 1 日开始集中
征缴，
至 12 月 20 日 24 时截止。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摄

居民阳台惊现马蜂窝

沿街店铺大喇叭扰民

24 小时书房窗户损坏

市消防救援大队：
已摘除

吕四港镇：
已处理

市文广和旅游局：
已修复

日前，市民张女士拨打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其
家阳台窗户边出现三、
四个马蜂窝，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我家住在润福花园 25 号楼二楼，前阵子发现自
家阳台外盘踞着三、四个马蜂窝，无数马蜂爬进爬
出，嗡嗡乱舞，根本不敢开窗，一旦被马蜂叮咬，后
果不堪设想。”张女士对此表示担忧，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予以处理。
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张女士的反映后，立即组织消
防队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队员做好警戒措施，全副武装
使用药剂对准马蜂窝进行喷射后，
成功将其摘除。

近日，市民宋女士拨打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吕
四港镇鹤城北路有一家服饰店播放广告的高音喇叭每天
响个不停，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
宋女士就住在该店铺附近，其一家人深受噪音干扰，
“喇叭音量很大，吵得人睡不着觉，孩子的学习也受到严
重影响。
”宋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协调处理此事。
吕四港镇综合执法局接到宋女士的反映后，立即组
织人员赶赴现场，要求涉事店主降低喇叭音量，不得影响
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昨日，记者从宋女士处了解到，店
铺高音喇叭的音量已调低，
对此，她表示满意。

近日，市民宋女士致电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儿
童乐园内的 24 小时书房有一扇窗户损坏，无法关闭。
“24 小时书屋环境很好，适宜读书学习，已成为附近
居民阅读的好去处。我现在每天晚上来儿童乐园散步，就
会到 24 小时书房里看一会书。最近，发现书房里有一扇
窗户坏了，关不上，冷风透过窗户直吹进屋里。”对此，宋
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予以维修。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接到宋女士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
维修人员前往现场查看。
目前，
损坏的窗户已维修完毕。
本期值班 朱俊俊 曹丽娟

坚持创新发展 勇担社会责任
（上接第 1 版） 提出了在质量效益明显提
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
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形
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
交通强国等一系列目标。这更让企业感到
责任重大。
“ 十四五”期间，南通二建将在
“双循环”经济体系下，围绕“强国建设”，以

为逃债串通好友
虚假诉讼被拆穿

实现“双千双百”发展目标为前提，持续推
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和增长，通过转型
为民营企业家，我们要积极发挥企业家模
动创新变革，继续朝着跨境、跨界、跨代发
升级和两业融合实现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范带头作用，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
展的时代“一流建筑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建新表示，
“十四五”即将到来，神通阀门将继续
愿景阔步迈进。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认真学习张謇等
坚持科技创新，继续实施转型升级发展，由
11 月 18 日上午，江苏神通阀门股份
爱国企业家典范，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制造型”向“制造加服务”转型，以津西钢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焊花四溅。
“ 十三五”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铁为平台，为广大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期间，神通阀门的生产经营业绩取得了持
代精神，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
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由“民品”向“军
续快速增长，从全国阀门行业前二十强发
下，带领企业执著拼搏、争创一流，为巩固
品”升级，向生产过程智能化和产品智能化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作
升级，
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展为前三强，特别是今年，企业克服疫情影

本报讯 明明有履行能力，男子罗某某却
不偿还债务，反而故意转移财产，为家人购买
保险，用女儿的名义开设存款和理财账户，导
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近日，市人民法院对罗
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作出一审判决，
罗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2015 年，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要求
罗某某及前妻徐某某归还他人借款 45 万元及
利 息 ，但 两 人 一 直 未 履 行 主 要 还 款 义 务 。
2016 年 5 月，罗某某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015 年以来，罗某某有多达 40 余万元的收
入，但罗某某未将这些钱用来归还欠款，而
是用来购买商业保险，并将 22.5 万元转入其
女儿名下的银行账户，试图逃避法院执行。
同时，罗某某还以女儿的名义开设期货交易
账户，累计投资购买期货 19.1 万元。2018 年，
罗某某将名下的两个手机号码，以 2.6 万元的
价格过户给他人。
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罗某某对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罗某某归案后否认其具有还款能力和转移财
产的主要犯罪事实，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罗某某虽然在审查起诉阶
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其在庭审中辩
解没有实施犯罪事实，不符合认罪认罚条件。
综合罗某某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市人民
法院认为对罗某某不宜适用缓刑，遂作出上
述判罚。
（通讯员 倪栋威）

违停开门撞了人
轿车司机负全责
本报讯 11 月 16 日，朱某坐在违停车辆
后座等人时，未观察后方来车便打开车门，导
致车门与一辆行驶中的电瓶车发生碰撞，电
瓶车驾驶人摔倒受伤。
当天下午 1 时许，朱某将轿车违规停放
在市区启秀路启东中专路段东侧后，坐在
车辆后排等人。当朱某接到他人电话起身
开启左后车门时，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
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使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李某倒地受伤。因朱某驾驶机动车违
反规定停放，开启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
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朱某负本起事故
的全部责任。
交警提醒，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开
车门时一定要先观察车外情况，确认安全后
方可打开车门，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蔡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