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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超五星级酒店启动仪式”

牵出千万诈骗案

成都商报讯 （鄢德良 郑文忠 记者

张柄尧）

一个名叫凯撒行宫的超五星级酒

店启动仪式1月8日在泸州城区隆重举行。

这让看到横幅、分管城建工作的泸州市副

市长刘云感到有些蹊跷。 这么大的工程，

自己怎么不知晓？刘云当即给泸州市公安

局副局长卢天润打电话，要求调查。由此

揭开了一名25岁农村青年的诈骗内幕。

去年5月16日， 刁某以800万元资金

成功注册公司后， 随即将注册资金全部

转入其他账户，未进行实质性经营。刁某

谎称自己是香港许氏投资集团老总的徒

弟， 受集团委托到泸州负责凯撒行宫项

目开发。 通过骗泸州籍建筑老板缴纳承

建工程保证金， 刁某合同诈骗金额高达

1000余万元。目前，刁某已被批捕。

达州提前7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成都商报讯 （何其伦 实习记者 周

燕）

记者昨日从达州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今年10月， 南大梁高速公路南充至渠县

段将建成通车， 意味着达州比原规划提

前7年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据了解，2002年， 达渝高速公路通

车， 大竹县成为达州首个拥有高速的县

城。去年，连接达州、宣汉、万源的达陕高

速公路， 连接达州至开江达万高速四川

段也相继通车，至此达州境内已有6个县

（

市、区

）拥有高速。今年10月，巴达、南

大梁高速公路南充至渠县段将建成通

车，这样，纵横交错于达州全市境内的达

渝、达万、巴达、南大梁高速公路将达州7

个县（

市、区

）全部串接成线成片，比原

规划提前7年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广安伟人故里开建红色影视城

成都商报讯（廖小兵 记者 邓成满）

昨日上午11时，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金

光村，投资30亿元的 “中国·广安红色

文化影视旅游城”破土动工。据介绍，该

项目是四川省重点工程、邓小平诞辰110

周年献礼工程。“一期工程将于2014年6

月完成，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初

步具有接待和拍摄能力。”

“最终的规划占地面积共约3500

亩， 计划总投资30亿元。 建成投入运营

后，将成为一座综合文化产业、影视产业

和旅游产业三个产业相互支撑发展、独

具特色的新型影视城。” 浙江皮卡王国

际控股集团、 北京红色联合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贾云说。

西昌铁警破获15公斤毒品案

成都商报讯（郑义伟 记者 罗本平）

昨日凌晨6时许，经过精心布控，西昌铁

路警方在攀枝花火车站附近抓获运输毒

品的7名犯罪嫌疑人，从嫌疑人乘坐的运

输汽车查获毒品海洛因43个标件（

每标

件约

350

克

），总重约为15公斤。

20日， 西昌铁路警方专案组获悉，近

期将有一批大宗毒品从境外入境，经由云

南转道攀枝花， 并由公路运输进入凉山。

获此线索后，西昌铁路公安处立即部署抓

捕工作。3月21日凌晨6时许， 民警在攀枝

花火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将7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抓捕过程中还与犯罪嫌疑人发生

枪战。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电影《我是乡下爷》自贡开机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袁伟）

昨日

上午，由自贡作家李利编剧的电影《我是

乡下爷》 在自贡正式开机， 川渝笑星沈

伐、王树基、彭波、高木木等片中演员到

场助阵。

据介绍，《我是乡下爷》是一部反映

四川当代农村青年生活的幽默喜剧电

影。作品通过两个来自农村自称“乡下

爷”的年轻人在都市的境遇，用喜剧的

形式展示出当下城市与农村的交融与矛

盾。影片极具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乏强烈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继60年前《抓壮

丁》后又一部反映四川风土人情的喜剧

精品。据悉，影片在自贡拍摄，今年10月

将在全国公映。

彭山上千只死鸭填埋消毒

成都商报讯（记者 蒋麟）

彭山县南

河河道出现60余个白色编织袋， 袋中装

着上千只死鸭。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彭

山县获悉，目前，当地已对这些死鸭进行

填埋消毒。

据介绍，3月中旬，彭山县南河裸露的

河床上陆续出现数十个白色编织袋，有人

好奇将编织袋打开一看，发现编织袋里装

着的是死鸭。接到报告后，彭山环保、畜牧

等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为避免二次污

染， 相关部门迅速对死鸭进行填埋消毒。

经勘查初步认定，这上千只死鸭系从南河

上游漂流而下，因枯水期水量小堆积在青

龙镇水域。根据资料显示，南河从新津县

流入彭山县境内，经青龙镇、武阳乡至江

口镇处与府河交汇注入岷江。

遂宁试行机动车维修刷卡

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奇）

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遂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获

悉，从4月1日起，遂宁将在全市推行机动

车维修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免费发放

机动车治安管理信息智能卡， 试行使用

智能卡进厂维修、养护、机动车定期检车

等业务及车辆管理。据了解，该系统和智

能卡的应用，在全省属首次试行。

昨日，遂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相关负

责人称，遂宁市将对全市工商注册、公安

备案的机动车维修企业统一安装治安管

理信息采集系统，修理机动车时，需出事

相关证件。 修理方要严格对车辆登记，这

能够有效预防和打击涉车违法犯罪，比如

对偷盗车辆的维修和改装等，一旦发现信

息不符，公安机关将立即锁定车辆。

核心

提示

大鲶鱼 一人高

3

月

20

日，资中县钓鱼爱好者张恒在龙

江水库钓起一条

1.5

米长、重达

41

斤的大鲶

鱼。拉鱼时，张恒花了半小时都没拉起来，

同事都跑过来帮忙。又过了大约

40

分钟，鱼

才露出水面。 （毛海霞 罗凯君 文

/

图）

两名小偷入室盗窃，得手后，一小偷口渴

了，正好看见主人家桌上有苹果，拿起来就啃

了几口，然后扬长而去；失主报案，现场没有更

多的证据，而这个啃剩下的苹果就成了警方破

案的关键证据———警方通过对剩下的苹果进

行D N A鉴定，锁定小偷信息，抓获小偷两名，并

破获近20起入室盗窃案。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获悉，这两名小偷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资阳市

雁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一个笨贼

入室盗窃吃苹果留罪证

2011年11月19日，资阳雁江区，一市民

回家，发现家中被盗后报案。警方立即来到

失主家中。现场，这名失主说，他家中多处财

物被盗。警方勘查现场，没发现更多的线索。

不过， 主人指着桌上一个吃剩下的苹果说：

“这个苹果肯定是被小偷咬掉的。” 这个信

息对警方非常重要， 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后，

对客厅桌上这个被啃食过的苹果也进行了

提取。之后，警方经D N A 比对，发现吃苹果

的人的信息符合信息库中有前科的卓武

（

化名

）的信息。

警方综合最近发生的另一起盗窃案，在另

一个作案现场，警方也找到了一个空的旺旺牛

奶瓶子，经鉴定D N A ，同样是卓武喝过的。

警方从以往的信息中进一步调查发现，

卓武系资阳人，2010年， 他伙同他人到上海

作案被抓，因犯盗窃罪，被上海市松江区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2011年， 卓武刑

满释放。2012年6月11日，公安机关查询到卓

武在一家旅馆入住，迅速赶去将他及同案犯

罪嫌疑人李广（

化名

）抓获。

两个惯偷

半年多来盗窃近20起

经审讯，卓武交代，他当时偷完东西后，因

为口渴了，就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苹果啃了几

口。殊不知，这个吃剩的苹果，让这个惯偷再次

落入法网。

警方很快查明，卓武和同案的李广在狱中

服刑时认识，两人都是资阳人。2010年，两人到

上海作案被抓。因犯盗窃罪，二人被上海市松

江区法院均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2011年5

月，两人刑满释放，回到出生地资阳市。起初，

李广帮父亲做水果生意。后来，卓武又来喊李

广一起“耍”，两人又一次合伙盗窃。

日前，资阳市雁江区检察院以盗窃罪对卓

武、李广提起公诉。经查，从2011年10月至2012

年5月， 卓武、 李广两人采取以液压钳剪断钢

筋、翻窗入户的方式入室盗窃近20起。

“两人作案非常猖狂， 影响十分恶劣。”昨

日，雁江区检察官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卓武等

二人曾经偷了一户人家的笔记本， 由于他们的

作案地点比较固定，第二次来到这户人家，他们

又进去偷东西。没偷到什么东西，竟然将房主的

门砸烂了。 还有一次， 两人偷一户人家的电视

机，因电视机太大，两人无法搬走，便在电视机

上撒尿以泄愤。

检察官说， 半年多来两人作案近20起，几

乎每周作案一起，影响十分恶劣。但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盗贼再猖狂，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

制裁。

猖狂

罪证

啃苹果喝牛奶 惯偷流口水留下DNA

资阳警方对一个啃剩下的苹果进行DNA鉴定，锁定贪吃小偷，破获近20起入室盗窃案

克服“高瓦斯 、风化危岩 、断层破

碎带”等隧道施工中的技术性难题，历

经3年多的科学施工， 目前我国最长高

瓦斯隧道———位于川陕甘交界处广元

境内的梅岭关隧道于 3月 16日全面贯

通。昨日，记者从中铁十八局了解到，随

着这一困扰兰渝铁路施工的技术难题

突破，意味着2014年底广元至重庆段或

将实现通车，同时也为确保兰渝铁路按

期铺轨及 2015年项目建成通车创造了

有利条件。

施工3年多

我国最长高瓦斯隧道贯通

处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的梅岭关

隧道，位于广元市元坝区石井铺乡，穿越

川东北高瓦斯油气区，东距九龙山气田约

30公里，西距射箭河气田约10公里。设计

为单洞双线总长16500米， 是目前我国最

长高瓦斯高风险隧道，是制约兰渝铁路全

线铺轨工期的咽喉要道，系项目重点控制

工程。

“高瓦斯、风化危岩、深陷性黄土、断

层破碎带、隧道跨度大、山体偏压大等，”

都是梅岭关隧道施工的重点及难点所在。

坚持“弱爆破、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

测量”的原则，经过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

建设者3年多的科学施工，3月16日，兰州至

重庆铁路客专的梅岭关隧道按期突破，安

全贯通。

广元-重庆

设计运行时间2.5小时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中铁十八局了

解到，梅岭关隧道的贯通，意味着2014年年

底，兰渝铁路重庆至广元段或将实现通车。

同时也为确保兰渝铁路按期铺轨及2015年

建成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悉， 兰渝铁路重庆到广元段全长

324公里，设计运行时间2.5小时。目前，广

元到重庆没有火车直达， 如果去成都转

车，至少需要近7小时。而总投资约800亿

元的兰渝铁路连接甘肃、四川、陕西和重

庆四地的22个县（

区

），正线全长约855公

里。开通运营后，兰州到重庆的行车时间

将由目前的22小时，缩短为6个半小时，将

构成我国连接西北、西南、华南和东南沿

海的铁路大通道。

广元市重点办表示， 广元至重庆段的

率先贯通， 将提高川东地区与重庆的经济

交流的效率。兰渝铁路的纽带作用，会使沿

线城镇群更加高效地联系起来，并将南充、

阆中等地的资源串联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梅岭关隧道日前贯通，兰渝铁路广元至重庆段明年底有望通车———

广元到重庆 坐火车只需2.5小时

制图 王珏菲

梅岭关隧道建设图 周平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