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朋友圈买口罩被骗 5000 元
“2 月 21 日凌晨，我

给朋友圈卖口罩的人支
付 5000 元，对方称 22 号
发货， 到现在也没收到
货，后在朋友圈里看见也
有人投诉他，我才感觉自
己被骗了。 ”方城县的任
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2 月 21
日晚，任先生看见一个微
信名为“方城便民”的人
在朋友圈里发卖口罩的
信息，自称有口罩生产加
工厂，可以供应大量医用
口罩。 任先生就扫二维
码添加了对方的微信，最

后与其成交了 5000 元的
200 包口罩，并使用二维
码向对方转帐。

接到报警后，方城县
公安局反诈中心工作人
员立即开展侦查， 通过
摸排研判， 锁定案件嫌
疑人陆某， 后由凤瑞派

出所抓捕小组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陆某抓获归案，
陆某对其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陆
某已供述作案 8 起，涉案
价值近万元，案件正在进
一步深挖中。

3月 12日 9时 57分，在
新华路菜市街口， 车牌号为
豫 R7H888 的车辆驾驶人未
系安全带。 按照相关法规，处
20至 50元罚款。图片由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提供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未系安全带
罚 20 至 50 元

摩托车马路上晃悠

原是一名“酒晕子”
本报讯（记者 郭浩梅 通讯员 肖书鼎）

日前， 桐柏县一男子饮酒驾驶一辆无牌照摩
托车，民警依法处以罚款并暂扣其摩托车。

3 月 20 日 21 时许，在桐柏县三源大道与
桐银路交叉口， 民警发现一名男士驾驶一辆
无号牌摩托车载着一名未成年人晃晃悠悠地
驶来，民警见状立即将其拦下。 经检测，该驾
驶人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检验含量为 43
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经查，该男子汪
某为固县镇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汪某涉嫌无机动车驾驶证、 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载未满 12 周
岁的未成年人 4 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
依法对其驾驶的无号牌摩托车进行暂扣，并
对杨某的四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对
其处以罚款 1400 元。 ⑥3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李森）近日，唐河
县人民法院组织 30 余名
干警来到某科技企业购
买的三块土地施工现场
保障执行，并在企业进行
土方施工期间持续安排
干警在现场值守，确保项
目顺利进行。

今年 1 月份，唐河县
一家科技企业通过淘宝
网的司法拍卖平台竞得

位于该县产业集聚区的
三块国有土地使用权。 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该企业希望能够尽快
开工建设时遇到麻烦。 因
该土地的原权属人涉及
几起民事诉讼，相关人员
有意阻碍施工。 关键时
刻，该企业负责人想到了
“卖地” 的唐河县人民法
院， 希望法院能够提供
“售后服务”，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
3 月 18 日，在唐河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魏飞
的带领下，与该县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代院长王云
鹏一行来到该企业现场
办公，与该企业负责人沟
通了法院的工作方案并
征求企业意见，并要求随
行的执行局相关同志根
据方案做好充分准备。

3 月 20 日，法院组织

30 余名干警来到施工现
场保障执行， 信访部门、
公安机关、当地党委政府、
社区工作人员 20 余人到
场维持秩序、见证执行。开
工前， 该院在该土地项目
周围再次张贴公告， 通报
土地权属情况， 并为有利
益诉求的相关人员指明了
维权渠道， 明确告知了阻
碍买受人行使合法权益的
法律后果。 ⑥3

可恨！这俩人利用疫情赚“黑心钱”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特殊渠道”
□本报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王龙

迷路孩童幸遇热心民警

“小迷糊”回到家中
本报讯 （记者 郭浩梅 通讯员 于鹏）

日前， 邓州市 3 岁多的孩子离开父母上街玩
耍迷路，民警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3 月 19 日中午时分， 邓州九龙派出所对
门一商户向民警反映， 不知道谁家的小孩在
他家门前大哭，应该是是迷路了。 民警立即上
前询问，可孩子一直哭。 民警把小孩抱回派出
所值班室， 一边将小孩的照片发到工作微信
群，发动群众寻找孩子的家长。 一边抱着小孩
寻找回家的路，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
找到了孩子的父母。 ⑥3

疫情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此“商机”，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上假借卖口罩的名义骗取钱财，实施诈骗。
近日，方城警方和新野警方分别破获一起以购买口罩为由的诈骗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捕归案。

通过司法拍卖竞得的土地，欲施工时却遭到原权属人阻挠

贴心！法院干警现场保障执行

民警例行检查

查获一名“瘾君子”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日前，市公安局青

华分局卧龙站卡点严查入市人员车辆， 严打
违法犯罪，成功抓获一名吸毒人员。

3 月 16 日下午， 青华分局案件侦办大队
执勤民警在卧龙收费站对一辆驶出的轿车进
行例行检查时， 车上一名乘客无法提供身份
证件， 系统查询自报身份信息， 显示查无此
人，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随即将其带至卡点
临时办公区作进一步身份核实。

经查，该男子王某现年 51 岁，桐柏县城
关镇人，有吸毒史，对其尿液检测显示甲基苯
丙胺呈阳性。 在证据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 3
月 14 日在家中吸食冰毒的违法事实。 目前，
王某已被青华分局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⑥3

发布卖口罩信息诈骗近 5 万元
“感谢新野公安民警

为我们追回被骗钱款，太
感谢您们啦！ ”3月 23日，
群众李某来到新野县汉城
派出所， 向民警表达内心
的感激之情。

2月 6日，新野县公安
局汉城派出所接到李某报
警称， 有人在微信群中发

布“KN95 到货 20 万个，大
量批发”的信息，李某看到
该信息后， 通过该男子购
买口罩并转款 1380 元，随
后对方将李某拉黑。

汉城派出所接警后
立即开展工作，联合刑警
大队通过追踪资金流向，
成功锁定发布虚假信息、

涉嫌诈骗他人财物的安
徽籍犯罪嫌疑人夏某并
驱车赶往将犯罪嫌疑人
夏某抓获。

经调查， 夏某疫情防
控期间， 在微信内广泛发
布出售 KN95 口罩的信息
进行诈骗， 全国各地有 20
多名群众上当受骗， 涉案

金额约 5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诈

骗分子会在网上散布预防
新型肺炎特效药和医用口
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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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后骗子就会消失
得无影无踪。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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