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两“内鬼”被控盗窃同事电子福利券

28名员工签名称同意卖？

京东商城两员工弓某和杨某， 被控

非法进入系统窃取了总票面价值4万余元

的电子福利券69套，在网上出售获利近两

万元。昨日，武侯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检察

院指控弓某、杨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22岁的弓某和26岁的杨某事发前都

是京东公司员工。今年7月26日，两人因

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拘。

武侯检察院指控，“京东商城”西南

分公司定期给员工发电子福利券， 每人

有600元的面值。此券在“京东商城”购

物满200元可抵扣10元现金。 今年6月中

旬， 弓某到该公司人事部员工办公室偷

偷将公司员工花名册复制， 里面有员工

电子账户名和初始密码， 后利用员工账

号及身份证信息进入内部系统领电子福

利券， 并将其绑定到事先注册的多个

“京东商城”购物账号上。经统计，弓某、

杨某盗取并在网上卖出的“京东商城”员

工的电子福利券共计69套，按260元/套的

市场平均价格计算，共17940元。据了解，

购买福利券的人，一般都是大采购商。

昨日庭审时，弓某和杨某称，如果不

用那些券公司也不给兑换钱， 又快到期

作废了，他们和不少人打了招呼要用券。

弓某辩护律师出示一份28名员工联

合签名的证据， 他们均称事先都是同意

弓某将券拿去卖的。检察官称，要对这份

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 法官宣布择日

再审。

武法 张绍忠 成都商报记者 李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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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持刀行凶案嫌疑人被批捕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唐小涛

）12月24

日，成都高新公安分局对外通报“12·11”

持刀行凶案情况。

12月11日晚， 高新区桂溪辖区发生

一起持刀行凶案，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

经治疗已出院）

。其中，死者赵某系成

都七中国际部学生。当晚21时55分，犯罪

嫌疑人龙辉被公安机关挡获，12月12日

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工作查明，龙辉，男，30岁，四川遂

宁人。在多次依法讯问中，龙辉交代了作

案过程， 但鉴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已

驾驶抢来的电瓶车逃离了作案现场，本着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连日来公安

机关加紧开展了大量的外围调查工作，找

到多名现场目击证人取证。同时，对现场

提取的大量物证进行了检验和鉴定。

根据相关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

述、犯罪嫌疑人供述、鉴定结论、勘验检

查笔录等证据，公安机关认定“12·11”

持刀行凶案系龙辉所为。12月24日，龙辉

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今年我市598人死于车祸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郑钰飞

）昨日，

成都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在全市节前安

全工作部署动员会上通报，今年以来，全

市共发生立案道路交通事故2256起，死

亡598人，伤2162人，直接经济损失521万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发生一

次死亡三人的交通事故9起，造成30人死

亡，也比去年有所下降。

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要求， 中心城

区和二三圈层区市县至少设置两处以上

测速点， 每天测速时间不少于6小时，对

超速50%以上的， 一律依法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 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成

都交警提醒， 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

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那么，您

知道怎么避让校车么？

咋避让校车？八成司机不清楚

昨日上午， 泰山南街一学校门

口，一辆制式校车靠边停下。车体左

侧，红底白字的停车指示标志缓缓伸

出，示意后方车辆停车避让。然而，校

车所在车道的后方及左侧的车道内，

汽车并未停下，或是向左变道，或是

直行，从校车左侧通过……

如何避让校车？成都商报记者随

机询问了20名司机。 除一名货车司机

外， 其余19名司机均表示知道应该避

让校车。但被问到该如何避让时，11名

司机表示“不知道”。另外有3名司机

称应该 “减速通过”， 另外2名称应

“变道后通过”。只有4名司机表示，应

该停车等候。车管所民警表示，上述司

机中，除回答“停车等候”的外，其余

16名司机的回答都不正确。

校车停靠，后车不得鸣笛催促

市交管局车管所副所长罗跃称，

校车上下学生，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停

靠；未设校车停靠站点的路段可以在公

共交通站台停靠。停靠期间，校车须打

开停车指示标志，开启校车标志灯。在校

车停靠上下学生时， 其余车辆的避让分

以下两种情况：（1） 校车在同方向只有

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 后方车

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而相对方向

车道的车辆，也应当停车等待；（2）校车

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

停靠时， 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

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 其他机

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

罗跃特别强调，应当停车等候的

车辆， 不得以变道的方式超越校车。

同时，在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

不得鸣笛或者使用灯光催促校车。

成都物联网行业领军人物

宋兵英年早逝

2012年12月21日15时25分， 病魔夺

去了宋兵年轻的生命，享年46岁。而他组

建的四川兴茂（

集团

）有限公司倾力打

造的成都北新国际物联港正朝着“中国

物联第一港”的目标前进。

昨日上午， 在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

区棠蓉园内摆放了不少花圈。 成都商报

记者见到了宋兵的夫人蒋文晓女士，丈

夫的骤然离世让她十分悲痛，不便多谈。

“确实没想到这么快走了，年初我

们见面，他身体都很好。”得知宋兵因病

去世的消息后， 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

盟李秘书长遗憾连连。在他的印象里，宋

兵务实、能干。虽然生意做得很大，但他

为人比较谦和。

李秘书长回忆，2010年，宋兵率先提

出了建立物联港的想法。去年，四川兴茂

（

集团

） 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北新国际

物联港荣获“中国物联网示范工程项目

优秀奖”。宋兵的离去，是物联网行业的

一大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魏晖

岁末年初是电信诈骗等侵财性犯罪高

发的时期，昨日，成都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

气会， 通报了一起四川省公安厅挂牌的特

大网络诈骗案。 骗子以帮忙提高信用卡额

度为诱饵， 骗取受害人信用卡信息后复制

信用卡，在网上疯狂购物套现。

成都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

年相比，今年全市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上升

较快，电信诈骗案破案上升15%。同时，成

都市公安局刑侦局发布 2012年蓝皮书

《刑警教你识破新型诈骗》， 详细罗列了

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电信诈骗手段及防范

措施。

代办提额？盗刷100多万元

今年6月， 成都警方接到一条线索：

有人在网络上利用信用卡实施诈骗。案

侦民警发现， 诈骗团伙首先在网上发布

信息， 声称可以帮助提高信用卡取现额

度，以骗取受害人信用卡等信息，以防止

银监会审查为由要求受害人将信用卡的

绑定手机号更改为嫌疑人指定的手机

号； 然后利用以上信息盗刷受害人的信

用卡在网上购买苹果手机， 手机到手后

低价售卖套现。

通过网络监控，新都区几个年轻人经

常低价出售苹果手机给一家商铺引起警

方的注意。通过缜密侦查，办案民警明确

其身份及行踪，先后辗转上海、安徽实施

抓捕。嫌疑人万某、谢某、何某、李某、梁

某、邢某先后落网。目前，已查实该团伙作

案50余起， 受害人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

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案侦民警还透露，

有人信用卡被复制后，被人在国外消费高

达10万美元。

此外， 成都市公安局还通报了另外一

起电信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破案

20余件，初步查实涉案金额30余万元。该团

伙诈骗手法主要分为两类。一、谎称受害人

的亲人出事或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二、谎

称捡到巨款已存入家里的账户， 被保安发

现要求分钱摆平。

记者调查：“代办提额”还在上演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互联网找到一

个“提高信用卡信用额度”的客服QQ。在

聊天中，记者自称年收入1.2万元，目前使

用的信用卡只能透支1万元，能否将信用卡

透支额度提高到50万。该客服QQ表示“没

有问题”，只需要提供信用卡号码，身份证

复印件和联系电话就可以办理， 手续费是

按照提高后额度的2%收取。

据刑侦局案侦民警说， 这只是骗子实

施电信诈骗的第一步。警方从银行了解到，

提高信用卡额度， 与该信用卡使用记录密

切相关，比如频繁使用，按时返款，无不良

记录，消费类型多样化，少取现等。

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发布2012年蓝皮书，警惕8种陷阱和12种诈骗

这些可能有诈

电话欠费了

家人出事了

网银升级了

你中奖了

QQ好友找你借钱

汽车退税

网上教你炒股

低价购买高档车

请把钱打至xxx账号

进公司先交培训费

海外网络私募基金

……

今年电信诈骗案上升较快，《刑警教

你识破新型诈骗》 列了网络诈骗和电信

诈骗两大类。网络诈骗包括8个“陷阱”：

网络购物、“中奖”、“虚拟游戏装备”、

网上传授炒股经验、“彩票”预测、“海外

网络私募基金”、QQ好友借钱、“网络钓

鱼”。“网络钓鱼” 是当前最为常见也比

较隐蔽的网络诈骗形式。 犯罪分子通过

使用“盗号木马”“网络监听”等手法，

盗取用户的银行账户、 密码信息等个人

资料，然后以转账、网上购物或制作假卡

等方式获取利益。

电信诈骗共计十二种： 一、 冒充电

信、公安、银行人员，以电话欠费为由实

施诈骗。 二、 冒充熟人虚构事实进行诈

骗。三、虚构家属出事诈骗。四、以“汽车

退税”为由实施诈骗。五、信用卡消费诈

骗， 犯罪分子以帮忙密码升级或者审查

资金为由， 骗取受害人将钱转至指定账

户。六、以中奖名义进行诈骗。七、发布卡

号让人“打款”诈骗。受害人如正在办理

转账业务，极易被骗上当。八、发布虚假

贷款融资信息诈骗。九、发布招工、招生

信息诈骗。以交纳保证金、培训费等各种

费用诈骗。十、发布低价购物信息诈骗。

十一、购买二手车或超低价高档车诈骗。

十二、网银升级诈骗。这是目前全国最新

型的电信诈骗犯罪。 犯罪分子通过发送

“中行E令过期”等虚假短信，诱骗受害

人登录“山寨”网站，从而窃取受害人的

登录账号和密码口令进行诈骗。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实习记者 施南希

手段不断更新，电信诈骗越演越烈

明年元旦起，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罚款200元、记6分

路过停靠校车 非停即慢

献血大王报名当“社区民生监督员”

校车安全关系学生上下学安全，驾

驶校车应当担负着重大社会责任。上述新

规在保障校车优先通行权的同时，对于校

车及校车司机的管理，也有严格的规定。

超员20%�校车司机资格“耍脱”

根据新规，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

驶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上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在高速公

路、 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

规定时速50％以上的； 未取得校车驾驶

资格驾驶校车的。

以下3种情形，一次记6分：驾驶校车

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的； 驾驶校

车在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

规定时速未达2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

公路、 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根据

规定，校车司机一旦记满12分，其校车驾

驶资格将予以注销。

校车遇堵不得绕行

此外， 校车驾驶人不得在校车载有

学生时给车辆加油， 加油时应当先让学

生下车。 校车驾驶人不得在校车发动机

引擎熄火前离开驾驶座位。 违反上述规

定其中一项的，可处200元罚款、记2分。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校车运

载学生， 应当按照经审核确定的线路行

驶，遇有交通管制、道路施工以及自然灾

害、 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

影响道路通行情形的除外。 遇交通拥堵

的， 交通警察应指挥疏导运载学生的校

车优先通行。根据这些规定，交警指出，校

车行驶过程中遇交通拥堵，不可以绕行。

对驾驶校车运载学生不按照经审核确定

线路行驶的，可处200元罚款，记2分。

明年1月1日起，《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 中关于交通违法

记分的规定将开始实施。

校车运行有何规矩，如何

保障其优先通行权？继昨

日推出 《交通违法记分

指南》后，成都商报今日

继续联合市交管局推出

《驾照申领使用指南》的

第二篇：《校车指南》。

不按审核线路行驶 扣2分罚200校车停靠，相邻车道的车应停车避让

咋避让校车 校车“紧箍咒”

昨日， 成都商报首批面向成都中心城区、

每个社区召集1名共计500余名社区民生监督

员的报名仍在继续，只要您拨打86613333-1报

名，就有机会成为成都商报社区民生监督员。昨

日，成都有名的“献血大王”杨秀伟也来报名。

昨日，在去市血液中心献血之后，杨秀伟

拨打了报名热线。杨秀伟说，昨日是他第85次

献血。2005年第一次献血后，从2006年开始，他

改为半个月捐献一次血小板。在看到成都商报

召集社区民生监督员后，杨秀伟觉得，自己可

以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 “献血”， 一直坚信

“帮人便是帮自己”的他打进报名热线，希望

替社区居民传递心声、帮更多的人解决困难。

居民反映：

昨日，家住锦屏社区锦秀民居的任

师傅称，一家洗浴中心将一个大型热水

器安装在路边，每天，都有因天然气燃

烧不充分而产生的刺鼻气体蔓延至小

区内，小区居民十分苦恼。任师傅的房

间因为位于一楼，成了“重灾区”，在3

个月的时间里，这股气体让他有床不能

睡，出现胸闷、气紧等各种不适。

街办回应：

府南街办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

称，

11

月底， 他们已前往实地调查过，

发现刺鼻气味可能是来自于天然气燃

烧不充分所致， 但是这种问题已经不

属于街办的管辖范围。 该洗浴中心的

总经理黄先生称， 他们刚刚接手这家

洗浴中心，正在对各项设施进行完善，

任师傅反映的气味问题也属于他们要

改造的项目之一， 目前已经联系了相

关技术人员对管道进行重新设计，预

计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改建。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实习生 邱萌

停靠期间，

校车须打开停

车指示标志，开

启校车标志灯

避让校车分两种情况

情况一：

A

车、

B

车均应停车等候 情况二：

A

车、

B

车应停车等候，

C

车应减速通过

李静波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谢天 摄影报道

接到这类电话 捂紧你钱包

制图 王钰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