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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手术

9日早上或有雾

6日晚上，成都西部沿山下起了零星小雨，预计7
日的阳光仍旧比较乏力，最高气温12℃。好在随后的
两天云层渐开，阳光也逐渐明朗。9日早晨起雾的概率
较大。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

今日
尾号
限行4 9

今日 多云9℃-14℃ 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8℃-13℃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5”第17333期排列3直选中奖
号码：427。排列5中奖号码：42749。●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43期开奖结果：前
区06 09 24 29 32，后区02 0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7333期开奖结果：44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7143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7、19、
09、03、28、16、07，特别号码：14。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犯罪既遂 判刑两年

孔某在事发后被批捕。12 月 6 日，崇
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庭审中，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属于犯罪既遂，但辩
护人认为，由于在押嫌犯未逃出派出所，
孔某属于犯罪未遂。

公诉人表示，讯问室的安全等级比派
出所其他区域高，徐某离开讯问室，可以
认为脱离了公安机关对其的实际控制。

“至于徐某未逃离派出所，原因在于其害
怕被追捕，这也表明他有自由选择的余
地，后来到派出所橱柜内进行观望，是自
愿的。”公诉人强调，徐某已经获得了一定
的自由，所以应当认定孔某释放徐某是犯
罪既遂。

但辩护人驳斥了上述观点。他认为，
释放在押人员的目的，是为了使在押人员
摆脱公安机关的控制，徐某尽管离开了办
案区，但仍然在派出所的控制范围内被抓
获，并没有造成现实的社会危害。“法庭查
明的事实表明，徐某并未实际脱离公安机
关的实际控制，而徐某自己躲在橱柜中，
属于逃跑行为的终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理，法院因私放
在押人员罪既遂，判处孔某有期徒刑两
年。毒贩徐某因贩卖毒品40余克，被另案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祝浩杰

辅警收两千元，私放在押毒贩
毒贩翻墙未果，派出所里被捕
涉事辅警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意外受伤意外受伤 三指断裂三指断裂
63 岁唐先生来自资阳市安岳县，近

期，他和同乡一道在松潘县城郊的寨子上
打工，为当地群众修房子。2日上午，唐先
生正在操作电锯时，因为操作不慎，突然
发生意外，他的左手被电锯割伤。“血肉模
糊，把所有人都吓到了。”一名工友介绍，
事发后，工友们紧急停下手中的活，找来
止血的棉布为他止血，并紧急将他送往松
潘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

在该医院急症科，医务人员对唐先生
的伤口进行了止血处理，医务人员发现，
唐先生左手食指、中指、环指断裂，如果不
及时进行手术，手指肌肉组织坏死，将有
截肢风险。为此，医务人员联系好救护车

后，准备安排转院，然而，松潘到成都至少
7个小时的路程，如果患者手术愈后情况
不容乐观，也将面临被截肢的可能。

“我们医院骨科技术力量比较薄弱，
按照以往的经验，必须及时到成都进行
手术。”院长王东林介绍，当大家为此事
犯难的时候，在松潘义诊的省第二中医
医院的专家知道了此事。原来，就在唐先
生受伤的前一天，43名来自省第二中医
医院的专家来到松潘县人民医院，开展
为期两周的，以专家义诊、专业体检和专
科建设为重点内容的医联体医院共建活
动。当天下午，省第二中医医院专家团队
领队、手足显微外科专家、骨二科康佳良
副主任在急诊科门口遇见了正准备转院
的唐先生。

“这回惨了，贩毒被抓，我身
上有点钱，你拿去买烟。”崇州一
家派出所办案区最内侧的讯问
室内，贩毒嫌疑人徐某对看管他
的辅警孔某这样说道。这里与办
案区外隔着三道门，通常关押的
都是涉罪较为严重的嫌疑人。一
番扭捏之后，孔某松开了徐某右
手的手铐，孔某裤子左边的裤兜
里多了两千元。

凌晨6时45分，孔某告诉
徐某“自己要去解个大手”，并用
拖把挡住密码门，使之洞开。在
徐某看来，这就是一种“制造逃
跑机会”的暗示。于是他逃了，翻
墙未果，因为害怕，躲进了派出
所厨房的橱柜里。一小时后，徐
某被民警重新抓获。成都商报记
者从中国庭审公开网的庭审直
播获悉，12月6日，此案在崇州
市人民法院公开庭审，孔某因私
放在押人员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

买家在淘宝上买的iphone8为何不翼而飞？物流
记录显示买家已收货，但手机为何没到买家手中？

原来，有人在快递环节上做了文章：先利用改号
软件扮演卖家，从快递客服人员处获取买家手机号，
再扮演买家，告知送货员不要送到收货地址，自己要
到店取件。为隐藏自己身份，犯罪嫌疑人还通过出租
车司机帮忙取件，将iphone8拿到手。

12月6日，记者从龙泉驿区检察院获悉，全省首
例利用改号软件诈骗快递包裹的案件在该院办理，目
前他们已经以诈骗罪批捕犯罪嫌疑人李强（化名）。

先扮卖家 再扮买家
还让出租车司机帮忙取货

犯罪嫌疑人李强系社会闲散人员，有两次犯罪前
科，无正当收入来源，又有吸毒的恶习，开销较大，故
费尽心机想挣钱。李强思来想去，最终盯上了正值上
市且售价高昂的iPhone8，决定在苹果手机的快递环
节上做文章。

今年10月，李强通过某网站买了一款软件，该软
件可以将手机号码改成自己想要的任何一个。李强先
在淘宝网找到iphone8手机卖家，获取卖家的手机号
码后，利用手机改号软件，将自己的手机号改成了卖
家手机号。

随后，李强冒充淘宝卖家给某快递客服人员打电
话，从客服人员处获取到和这个号码绑定的订单号和
收件人手机号码。在取得iphone8成都买家身份信息
后，他打开快递查询网站，搜索包裹所在位置及送货员
手机号，然后再次利用改号软件冒充手机买家，告知送
货员不要将手机送至收货地址，自己要到店取件。

为掩盖自己的身份，李强还通过网约出租车，让
出租车司机帮自己到快递点取货，并以一定小费作为
酬劳。出租车司机到达取货点后，出示了相关信息，快
递人员便将装有iphone8的包裹交给出租车司机。此
外，李强还在租车公司租赁轿车，并将车牌摘下，在出
租车司机拿到手机后，便自己驾车将手机取回。李强
自以为整个过程密不透风，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李强终在一次“取货”时被警方截获。

本案为四川首例
只骗一部iphone8也可构成诈骗罪

据悉，本案是全省首例利用改号软件诈骗包裹的
案例。11月7日，龙泉驿区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对李
强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承办检察官罗婷凡表示，由于此案还在侦办过程
中，李强非法获取的iphone8数量目前还不能确定，但
可以肯定他不止一次实施了这种诈骗。“许多人可能
不知道，诈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就可以入罪，等于说
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一部iphone8就可以入罪。”

为何指控其诈骗罪而非盗窃罪？检察官表示，盗
窃罪和诈骗罪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受害人是否是自愿
处分自己的财务。“如果是盗窃罪的话，应该是快递公
司不愿意把东西给李强，但李强却窃取了财物，而本
案中，李强使快递公司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东
西已经交给了受害人，故不构成盗窃罪。”

检察官：快递公司也有责任

罗婷凡告诉记者，这件事情中快递公司也是有一
定责任的。“首先没有核实收包裹的人的身份，只凭借
一个手机号码就把包裹给了犯罪嫌疑人，另外李强冒
充淘宝店主致电快递公司时，快递公司暴露了单号信
息和收件人的信息。”她表示，从法律上说，快递公司
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但不涉及刑
事责任。

龙泉驿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发现快递公
司在保护被害人信息方面存在一定漏洞，为此，还向
相关快递公司发出《检察建议》，指出其工作中存在泄
漏买家信息的问题，同时对买家取货信息核实制度不
完善等问题，提出了检察建议：对于快递公司来说，务
必尽到审查义务。

检察官提醒市民，网购贵重物品应随时关注物流
动态，特别是购买手机、珠宝、其他电子类产品等体积
小价值高的物品时，在物流信息显示包裹已进入派送
阶段后，一定要及时和快递员联系，防止误领冒领等
情况发生。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罗婷凡 马汪璐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祝浩杰

好危险
左手食指左手食指、、中指中指、、环指断裂环指断裂，，如如
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手指肌手指肌
肉组织坏死肉组织坏死，，将有截肢风险将有截肢风险

不简单
为松潘县医院首例多指断裂为松潘县医院首例多指断裂
再植手术再植手术

突发意外，做木工时被电锯锯伤
距成都至少7小时车程，县医院条件有限
面临截肢风险，恰逢成都专家来松潘义诊

装完卖家装买家
套走你的iphone8
龙泉驿区检察院办理全省首例
利用改号软件诈骗快递包裹案件

收了两千 松了手铐

孔某是崇州市公安局辅警，2013年
开始在某派出所从事辅警工作。

据他回忆，2016年5月22日18时，
派出所副所长安排徐某在刑事办案区
接受讯问，让他将徐某手脚铐住，约束
在讯问室内。这间讯问室位于办案区最
内侧，通常用于关押涉罪较重的人员，
徐某因涉嫌贩卖较大数量的毒品，被关
押在这里。

23时许，趁着没有旁人，嫌犯突然
开口，请求孔某对其予以关照，孔某却
表示“不能白帮忙”。“这回惨了，贩毒被
抓。我身上有点钱，你拿去买点烟。”徐
某说。“不行，有监控看到了要遭。”“看
不到，你背到拿嘛。”

孔某表示，自己当时就想弄点“买
烟钱”，于是一番扭捏之后，还是把徐某
右手的手铐松开了点，徐某的手还是够
不到钱，于是他把手铐又松了一点。徐
某将右手从手铐里伸出来，并从裤兜里
抽出一叠钱，捏在手里。

“于是我就走到他旁边，准备再次
给他铐起来，他则顺手把这叠钱放到我
左边裤兜里，然后我又重新把他的右手
铐住。”在孔某收下两千元后，徐某拜托
他“打点下关系”，并称“自己出去后给
个四万五万元没有问题”。

翻墙未果 躲进橱柜

在办案民警讯问结束后，徐某由
孔某继续看守。在看守过程中，孔某
将办案区密码门用拖把顶住，使门禁
无法自动关闭——讯问室通往办案
区外的三道大门畅通无阻。之后，徐
某只被铐了双脚，双手的手铐被孔某
打开。

“手就不给你铐了，我要去解个
大手，你不要跑，休息一下睡一会。”
5月23日6时45分，孔某在讯问室和
办案区大门打开的情况下，告诉孔某
要去上厕所。徐某听后没有说话。后
来，徐某在接受民警讯问时称，他觉
得这是在故意给他制造逃跑的机会。

三分钟后，徐某在无人看管的情
况下，自行将脚铐打开，逃离了办案
区，并准备翻出派出所围墙。

派出所民警发现徐某不见后，急
忙开展搜捕。经过一个小时的搜捕，
发现徐某依然还在派出所内——他
藏到了厨房的橱柜里。徐某表示，由
于内心害怕被追捕，“顾念到家里的
孩子”，才躲到了派出所厨房的橱柜
内。“毕竟那个辅警收过两千块钱，躲
橱柜是想看收我钱的辅警能否勾兑
成功，如果勾兑成功，我就不用跑
了。”徐某这样解释。

12月2日上午，在松潘县打
工的安岳男子唐先生在干木工
活时，不慎被电锯锯伤，致左手
食指、中指、环指（无名指）断裂。
情况紧急，工友紧急将他送往松
潘县人民医院救治。按照以往的
救治方案，需要救护车将其送往
成都进行手术，经过7个小时的
路程才能进行手术，他的手将面
临被截肢的可能。刚好，省第二
中医医院的专家康佳良等人在
松潘义诊，在当地医生的辅助
下，康佳良为唐某进行了手术。

“这是松潘县医院实施的首
例多指断裂再植手术。”6日，松
潘县人民医院院长王东林介绍，
唐先生手术非常成功，已经出院
返回老家安岳进行后续治疗。

保住
三根手指

再植成功再植成功 保住手指保住手指
“了解患者情况后，我联系了医院王

东林院长，查看医疗设备后，觉得条件基
本可以。”康佳良介绍，与王东林商量后，
他决定为唐先生实施手术，尽最大可能
保住唐先生的左手。

经过检查，康佳良发现唐先生左手
食指、中指、环指断裂，仅有少许皮瓣相
连，诊断为左手食指、中指、环指中节指
骨开放性骨折，情况非常严重，必须马上
进行手术。

随即，康佳良医生带领松潘县人民
医院的骨科医生，为唐先生实施左手食
指、中指、环指中节指骨开放性骨折清
创+神经、血管、肌腱探查修复+复位内固
定术+石膏外固定术。3小时后，康佳良带
领松潘县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顺利完成
了这台手术——断指完全缝合，手术后

患者精神状态佳，三指指腹饱满，颜色红
润，再植手术取得成功。

“看到患者的三根手指得以保全，我
还是感觉很有成就感！”接受采访时，康
佳良介绍，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常规的手
术，“此类手术做了10多年了。但是在海
拔2800多米的高原还是第一次，对患者
也是一种挑战，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挑
战。”据介绍，刚到高原，因为缺氧，他的
身体还有些不适。

王东林介绍，这例手术是松潘县医
院实施的首例多指断裂再植手术，成为
松潘县医院的重大历史突破。

手术后，唐先生激动地说：“我是不幸
又有幸，当时身边的人都说我的手指头肯
定保不住了，庆幸的是，我遇到了技术高
超的专家，让我不需要转到成都的大医
院，就保住了三根手指，还为我节省了大
笔医药费开支，真心谢谢康副主任”。

汪子娟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图片据松潘县人民医院

医生了解唐先生的恢复情况

唐先生的三根手指保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