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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万元赔偿款

法官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程远景）

1月 10 日上午， 方城县人民法院独树法庭执
行干警赶到独树镇某村， 将交通事故赔偿款
11 万元送到当事人朱某家中，对方连声道谢。

2017 年 8 月，朱某的母亲在 S103 省道方
城县境内遭遇交通事故当场死亡。肇事司机驾
车逃逸后，被公安机关从外地缉拿归案。 案件
调解过程中，肇事司机始终认为其所驾车辆投
保有全险，受害人的损失应当全部由保险公司
赔偿。案件承办法官李剑光适用简易程序对民
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范围内赔偿受害人家属 11万元。

判决生效后， 李剑光和执行干警立即协
调保险公司，将赔偿款迅速履行，并及时将赔
偿款送到当事人家中。

骗子说她“涉嫌洗黑钱”，她信；民警劝她别转账，她不听

接 3 个电话 被骗了近两万元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

逆行
记 3 分

1 月 8 日 8 时 42 分，在
文化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
车牌号为豫 R996C8 的车辆
逆向行驶。依据相关法规：驾
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
200元罚款，记 3分。 图片由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
提供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1 月 9 日，梅溪派出所接到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预警通知：户籍地位于梅溪辖区的徐某可能正遭受网络诈骗，当民
警反复提醒时，徐某仍执迷不悟，结果被骗近两万元。

跟同事吵架

摔手机惹祸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薛超庆

周勤）因提成问题与同事发生争执，一时气愤将
同事的苹果手机摔坏。日前，宛城区人民法院一
审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毛某罚金 2000元。

2017 年 8 月份的一天，在毛某的居住处，
毛某因提成问题与同事徐某发生口角并相互
撕扯。 一气之下，毛某将徐某放在沙发上的苹
果 7plus 手机摔到地上， 致使手机无法使用。
案发后， 毛某赔偿徐某经济损失 8000 元，获
得了对方的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毛某故意毁坏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
财物罪。 但被告人毛某认罪态度较好，并已赔
偿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 取得被害人的谅
解，可酌定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安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耀目上市 打造你的空气头等舱
1 月 10 日， 安利旗下逸新车载空

气净化器在郑州希尔顿酒店举办了隆
重的上市发布会，给广大“有车一族”带
来全新呼吸体验。 此前，安利旗下逸新
空气净化器已凭借超效滤净、 极速净
化、宁静节能、智能系统、权威认证等多
项优势获得了广大媒体和消费者的好
评，也引发了大众对逸新车载空气净化
器的期待。

车内空气污染不容忽视
汽车是常见的代步工具，越来越多

的人在车内度过大量时间。 然而却鲜有
人关注车内空气状况。 检测数据显示，
近九成车辆车内空气质量不达标，车内
的空气污染可达到室外的 15 倍。

安利逸新提供全方位洁净方案
面对市场上纷繁芜杂的产品类型，

消费者应如何选购一款高品质的车载
空气净化器呢？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延
续了安利一贯的高品质要求，交出了一
份让消费者满意的答卷。

洁净空气量遥遥领先，5 分钟即可
显著降低车内 PM2.5 含量

洁净空气量是衡量空气净化器品质
的重要指标。依托 30多年空气净化行业
经验， 安利公司研发出的逸新车载空气
净化器，洁净空气量可达每小时 29.9 立
方米， 只需要 5分钟即可显著降低车内
的 PM2.5含量，能在 30分钟内滤净车内
99%的 PM2.5，洁净效果毋庸置疑。

最小可过滤直径 0.015 微米颗粒
物，能有效滤除 300 余种空气污染物

车载空气净化器可过滤的污染物
直径越小，滤除的类型就越多。 安利逸

新车载空气净化器能滤除颗粒物的最
小直径为 0.015微米， 充分保证车内空
气的高质量净化效果。 除此之外，逸新
车载空气净化器的三合一滤网集合前
置滤网、强效微粒滤网、活性炭气味滤
网，三效合一、一网防御，有效使用时间
长达 350 小时，可有效滤除 300 多种空
气污染物，如柯萨奇病毒、甲型肝炎、登
革热病毒、肺炎衣原体、冠状病毒、甲醛
等，保证全家人的健康。

全球首台荣获英国过敏协会权威
认证的车载空气净化器

安利逸新车载空气净化器是全球
首台荣获英国过敏协会权威认证的车
载空气净化器，可以有效减少或滤除过
敏原。

安利逸新致力于为消费者打造全
方位的空气安全防护屏障，让您随时随
地尽享深呼吸。 （王淼）

连环套：一环一环牢牢套住受骗者
当日 13 时许， 梅溪

派出所反诈骗民警接到
指令后立即展开行动 。
经过多方努力 ， 民警找
到了徐某的手机号码 ，
但对方手机一直占线 。
10 多分钟后， 电话终于
接通， 民警向其亮明身
份， 并提醒她本人或其
子女亲属给别人提供名
下银行卡或银行汇款，

如果存在该种情况 ，请
立即终止 ， 她很可能遭
遇了网络诈骗 。 虽经民
警多次反复询问提醒 ，
但徐某言辞凿凿 ， 矢口
否认。

1 个多小时后， 梅溪
派出所反诈骗民警接到徐
某回拨的电话， 称自己被
骗了， 民警提醒其尽快到
居住地派出所报案。

经询问，当日中午，徐
某先后接听了 3 个诈骗电
话。第 1 通电话中，对方自
称是河南省通信管理局
的， 通报其名字、 身份证
号， 并验证其是否在北京
市延庆区购买了电话卡；
第 2 通电话中， 对方自称
是北京市延庆区刑警队
的， 告知徐某有一张用她
身份证办理的招商银行卡

涉嫌洗黑钱， 要求其等待
接受处理；第 3 通电话中，
对方自称是北京市延庆区
经侦队负责人， 说相信徐
某是清白的， 为保护其个
人财产， 要求徐某将自己
的银行卡号及密码告诉对
方，并要严格保密，不能对
任何人说， 也不能接听其
他电话。 惊慌的徐某竟然
全盘照做。

请记住：公检法不会通过电话办案
在上述过程中， 梅溪

派出所反诈骗民警的提
醒电话迟迟打不进去，最
后虽然打通了，徐某也没
有告诉民警真相。 当徐某
醒悟过来时，她银行卡内
将近两万元的存款已全

被取走。
梅溪派出所反诈骗

民警提醒广大群众：接到
涉嫌洗黑钱、贩毒等案件
的电话时， 不要理睬对
方，公检法等部门不会通
过电话办案，更不能轻信

对方，将钱转入对方的账
户。 遇到类似情况时，要
慎重考虑， 先和家人、朋
友一起商量，谨防上当受
骗。如有疑问，可拨打 110
咨询 ， 如果不能及时辨
别，可以立即到就近的辖

区派出所、警务室等公安
机关报警， 向民警求助。
同时，不要通过任何方式
轻易向陌生人透露自己
的个人账户信息，尤其是
密码、 身份验证码等，以
免遭受财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