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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 A11

假干部拿钱没办事被刑拘
收取事主 200 万元涉嫌招摇撞骗罪 同伙涉嫌诈骗罪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何欣）两
副书记，且得知郑某准备于 11月
全局性的发展规划。
唐某和郑某对事主说，可以 17日从北京西站乘车离京。为防
男子以帮助事主运营高尔夫球
场项目为由，冒充机关干部诈骗 帮他解决高尔夫球场项目被取 止郑某逃跑，专案组民警立即兵
200万元。日前，海淀警方成功 缔一事，但要花钱走关系。为了 分两路，一组前往北京西站将郑
让事主相信，郑某还带着事主到 某抓获，另一组民警将唐某抓获。
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日前，中关村西区派出所接 他的“办公室”。在穿过很多办公 民警对嫌疑人郑某的办公地搜查
到一名事主报警，称被人诈骗 200 人员的工位到达郑某办公室时， 时，起获了仿造的中共中央党校
万元。原来，事主曾是一个高尔夫 事主已经基本相信了，再一见对 大量信封、仿造的红头文件和 30
球场的经理，生意也一直不错，可 方拿出平常难见的“机密级红头 余枚私刻公章等涉案物品。
在派出所，郑某在大量证据
他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说他的高 文件”，便不再有任何猜疑。
尔夫球场不符合国家规定，要被依
随后，唐某分四次共拿走事 和事实面前，交代了虚构领导干
法取缔。事主情急之下突然想起来 主 200万元，让他等消息。可事 部身份，收取事主大量钱财，假
一个朋友好像认识一位“高官”，于 主等来的是球场被正式取缔的 意帮助办理高尔夫球场避免被
是通过朋友唐某联系上郑某，想问 结果。事主以为事情没办成，多 取缔的犯罪事实。嫌疑人唐某对
此事能否有转机。郑某自称是“国 次找唐某和郑某要钱，可这两人 伙同郑某以办理高尔夫球场避
研办党组书记兼任中央党校副书 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辞，事主才意 免被取缔实施诈骗一事供认不
记”，说自己所在的部门拥有国内 识到自己是被骗，当即报警。
讳。目前，郑某因涉嫌招摇撞骗
外专家 300余名，覆盖 30多个行
办案民警到中央党校了解 罪、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海淀警
业，可以帮助各地政府及企业制定 情况后得知，郑某根本不是党校 方刑事拘留。

串通前同事盗窃公司被抓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静

男子盗保险柜现金，因为心
虚回到现场被认出。目前，嫌疑
人马某、李某因涉嫌盗窃被朝
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日前，朝阳警方接警称，东
五环某园区内发生一起失窃案，
一家公司保险柜被撬，丢失现金
1万余元。侦查员迅即赶到现场
勘察发现，保险柜无被撬痕迹，
公司门锁及窗户也没有破损。报
警人是公司的员工马某，他反映
早晨上班时发现公司一层窗户
被打开了，上面有鞋印，于是赶
忙拿钥匙打开保险柜，发现里面
的 1万余元现金没了。
经向公司负责人了解，侦
查员得知，被盗公司保险柜钥
匙平时就放在收银台下方一
个隐蔽处，且公司内部人员都
知道。侦查员初步认定，这起
盗窃案件系内部人员所为。现
场勘察时，一姓李的陌生男子
雅）

小区屡遭盗窃 门禁被指虚设
物业称：正准备升级门禁系统，因费用较高尚需等待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田杰雄）

西城区信堡水岸公馆业
主称，小区接连几日发生入室盗
窃。小区物业表示，将升级门禁
系统，请业主锁好门窗提高防范
意识。
被盗业主杨女士告诉北京
晨报记者，上周日早上，她和家
人一觉醒来，发现放在客厅里的
钱包内空空如也。“当时我还以
为是自己把钱花完了，后来我先
生说他的钱包里也没钱了，而且
他放在桌上的手表也找不到
了。”她这才想到家里可能招了
贼，“后来听邻居说，小偷偷了我

们小区 3次，我家是头一拨被盗
的，我们楼之后又有多起入室盗
窃，而且越来越猖獗，有一次竟
然到次卧翻箱倒柜。现在已经有
好几家业主报了警”。
同一小区的业主章女士抱
怨说：
“楼下门禁处于完全罢工状
态，太不安全。”昨日记者在小区
内看到，外人可通过小区大门边
的超市随意出入小区，一些楼的
门禁确实停用，外人开门即入。
记者就此事询问物业得知，
入室盗窃一事已有刑侦部门介
入，并已取走相关监控。同时公
司开过会议，准备更换新的门禁

系统，“ 之前的设备因开发商设
计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
我们正打算升级门禁系统，因费
用较高还需要一段时间。”
物业一负责人表示，目前小
区有上百名保安人员，夜间也有
三拨保安在小区内巡视。“我们
会加强巡视，也准备在栏杆上加
钢丝网。”同时，负责人表示，根
据公安部门的提示，业主被盗也
与自家大门没有完全锁好有关，
“有很多业主觉得撞上门就算锁
上了，所以我们希望业主能提高
防范意识，还要在门内反锁。”

租车抵押他人 GPS 露马脚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

网上出租私家车后，车主发现
车辆长期没开动起了疑心。报
警后，民警调查后告诉他，租车
人是诈骗分子。近日，海淀警方
成功抓获两名诈骗嫌疑人。
日前，海淀公安分局永丰
派出所接到郝先生的报警，
称其名下的一辆高级轿车被
人停放在西北旺镇某技术开
发公司车库内，且车牌被人更
换。经了解，事主通过某网上
租车平台，将自己名下一辆不
经常使用的高级轿车租给王
某和侯某夫妇二人，租车期限
为今年 9月 20日至 9月 26
日。租车期间，事主通过车辆
GPS定位系统发现，车辆租出
后一直停放在西北旺镇，未曾
使用。交着租车费，却停着不
动？郝先生感觉不正常，于是
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发现车辆
停在某技术开发公司的车库
内，但车牌被更换了。郝先生
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后，发现
车内的行驶证、保险单都不见
了。感觉蹊跷的郝先生赶紧报

线索：马先生

分手后告前女友索要赠送礼品被驳
北京晨报讯（记者 颜斐）王
某与同居女友刘女士分手后，索
要共同生活期间为对方购买的
项链、热水器、电动车等物品。遭
到拒绝后，他起诉到法院，要求
对方返还并赔偿恋爱期间的所
有开销。近日，顺义法院一审驳
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诉称，今年 3月，他和
刘女士通过婚恋网相识，一个月
后见面并开始同居。其间，刘女
士称没钱购买热水器，他便为其
购买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之
后，对方又称不为其购买项链，
就不跟他回家见父母，于是王某

又为她买了项链和吊坠。此外，
王某还为被告购买电动自行车、
电磁炉、生活用品等，共花费
2500元。相处一段时间后，因认
为两人聊不到一起，王某提出分
手并索要之前为被告购买的所
有物品，但遭到拒绝。
法院经审理认为，赠与合同
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
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
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
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
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

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
合同约定的义务。王某在恋爱期
间购买涉案物品后交与刘女士
属于赠与。通过庭审查明，可知
该行为亦不属于为结婚而交付
彩礼的行为，该赠与合同系双方
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
案物品已交付，赠与行为已经履
行完毕，且王某并无证据证明该
赠与行为符合撤销的条件。王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
民事行为理应慎始善终，既然与
刘女士已分手，理应尽快摆脱情
感纠葛。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站名
天坛
松榆里
方庄
大柳树
万源
亦庄
宣武
草桥

办公室电话
67075439
67304781
67646919
67368680
88030552
87973628
63369909
67585449

站名
王府井

办公室电话
64009463

工作用手机
13601032970
18911393911
18911393906
18911393910
18911393907
18911393908
18911393970
18911393971

二分公司
工作用手机
18911393912

关东店
慈云寺
大黄庄
常营
酒仙桥
左家庄
永安里

65031641
85847321
85778304
85398072
84565178
64179151
65680711

站名
和平里
望京
安外
安贞

办公室电话
64520732
64703600
84123814
64951357

18911393915
18911393916
18911669295
18911393909
18911393917
18110050133
18110050134

三分公司
工作用手机
18911393929
18911393928
18911393922
18911393921

了警。
民警初步判断，租车人可
能将车做了抵押或有其他违
法行为，于是将租车的王某
和侯某二人带回派出所。原
来今年夏天，王某曾向前同
事借了 6万元一直未还，9月
再次借钱时，同事表示有抵
押物才能借出。于是王某夫
妇动了歪脑筋，他们先在网
上买了一套假的机动车手
续，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行
驶证和车牌照，随后将这套
手续快递给同事，随后又从
某租车网站上租了一辆高级
轿车，当晚将车开到西北旺
镇某技术开发公司的车库
内，换上在网上买的假牌照，
把“改装”后的轿车车钥匙送
到同事的公司。同事这才将 4
万元借给夫妇二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
侯某二人对用租来的车诈骗
好友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二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海淀
警方刑拘，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查中。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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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司，经询问该男子前段
时间刚从公司辞职，当天回公
司取遗留物品。
侦查员调取案发现场监控
录像时注意到，10月 12日 18
时许，公司员工陆续下班，有一
人在大家都离开后，悄悄打开
公司的一扇窗户，并关闭了窗
户下方防盗报警器，而此人正
是报警人马某。两小时后，另一
男子直接从这扇开启的窗户翻
入，几分钟后离开。经对监控画
面中的嫌疑人仔细辨认，侦查
员发现，嫌疑人就是警方勘察
现场那天突然回公司取东西的
离职员工李某。侦查员随后在
朝阳北路某路口将嫌疑人李某
抓获，嫌疑人马某也落网。
李某交代，他从公司离职后
一直没有收入，遂与前同事马某
里应外合，盗窃公司保险柜内现
金。目前，嫌疑人马某、李某因涉
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郊区分公司联系表

亚运村
清河
天通苑
回龙观

84937913
82715664
60740270
81715343

站名
西单
三里河
中关村
太平庄
香山站
学院路
四季青

办公室电话
66170480
68578927
82630126
58831132
88411630
62914845
59738593

18911393926
18911393925
18911393927
18911393923

四分公司
工作用手机
18911393931
18911393932
18911393933
18110050135
18910876561
18911393937
18911393936

上地

62982214

站名
军博
翠微
永乐
古城
二七厂
丰益
丰台
花乡
看丹
鲁谷

办公室电话
63972005
68281165
68653880
68874201
83863910
83602041
63742163
83704166
63742992
88436571

18911393935

五分公司
工作用手机
18911393963
18911393962
18911393961
18911393960
18911393968
18911393965
18911393966
18911393967
18110050136
18110050137

电话
序号 分站
站长
空港 么福林 18618497129
1
平谷
2
秦辉 13910803683
新华 刘福宽 13381415172
3
府学路 张豫新 13366592303
4
5 怀柔湖光 曹晓玲 13501083575
双桥 张宗勋 18910266812
6
北关 邢淑芹 18610485970
7
北苑 刘得会 15011124663
8
宋庄
9
刘跃 13911307945
台湖 王进运 15210961961
10
11 张家湾 张建波 15501247910
首钢 王瑞金 13240367871
12
梨园 张建海 13717553683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