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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记者从四川乐山
警方获悉，沐川县公安局成功
破获“4.12”非法经营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176名，捣毁了一个
涉案金额高达380亿元的特大
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被
公安部列为“歼击22”专项行动
十大战役。

据沐川警方介绍，经循环
穿透分析研判，初步核实有33
家涉案公司无真实经营业务，
具有从事非法资金支付结算的
重大嫌疑，涉及南京、成都、福
州等全国13个省市，涉案金额
高达380亿元。

专案组民警通过查阅在案
证据、深入进行资金分析比对，

发现该犯罪团伙从2012年开
始实施犯罪，持有、使用多人
的银行账户，从事虚开骗税及
非法买卖外汇业务，涉案外汇
数额高达13亿余元，涉案税额
高达20亿元、900余家公司涉
及虚开骗税。

在公安部经侦局统一部署
下，沐川县公安局专案组历经
数月侦查研判，全力组织推进

“4.12”非法经营案集群战役收
网工作，抓获犯罪嫌疑人176
名，查冻涉案资金8300余万元，
成功全链条摧毁了这个特大跨
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9月15日15时32分，四川遂
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梧桐路消防
救援站接到报警称，该市安居
区白马镇刺桐垭村有群众被困
藕田淤泥中，需要紧急救援。

梧桐路消防救援站接警
后，随即前往处置。抵达现场后
发现一名中年男子穿着连体防
水服被困藕田里，淤泥齐腰，无
力自救。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

将救援梯铺在田里，踩在梯上
靠近男子，并让其脱掉防水服、
套上救生圈……经过近10分钟
的救援，该男子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当天，该男子在自
家藕田里撵鸭子不幸陷入泥中。
群众挖泥救援未果，男子反而越
陷越深。见势不妙，众人赶紧拨
打119求助。苟盼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杨灵

9月12日18时起，四川省终止
地震一级应急响应，泸定6.8级地
震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及
恢复重建阶段。

9月15日，甘孜公安抗震救灾
指挥部派驻警力前往共和村、柏
秧坪村，设置“帐篷警务室”。哥哥
吕鑫波参与警务室搭建，弟弟吕
鑫龙被派驻警务室工作，兄弟俩
回到村里，才先后“顺便”回家看
望了一下父母。

据了解，甘孜公安根据目前
震区实际，统筹一线力量，投入70
余名警力，设立帐篷警务室15个，
为群众提供“伴随式”服务。

泸定地震后，甘孜公安机关
投入1369名警力，在震区直接参与
救援工作，累计搜救、转移被困群

众6000余人，在52个集中安置点设
置帐篷警务室、交通执勤点22个，
并积极开展治安巡查、户政服务
等工作。

吕鑫龙所在的警务室，设置
在柏秧坪村一组的安置点。警务
室6个人，分成3组开展工作。两个
人在警务室值班，另外4个人分成
两组，一组前往柏秧坪村，一组前
往共和村。

村里总共有5个安置点，吕鑫
龙和同事必须每天挨着到访巡
逻，了解村民的需求，排查安全隐
患，安抚群众情绪……很多村民
家里受灾严重，想要回去把东西
抢出来，但担心安全，吕鑫龙都得
耐心劝说。

刘继康告诉记者，目前村里

物资充足，大家都住在安置点的
帐篷里。根据统计，在接下来等待
重建的时期，村里大部分人选择
投亲靠友居住，少部分人选择住
安置板房。

9月15日回到家里，吕鑫波、吕
鑫龙兄弟俩跟父母短暂团聚。父
母现在住在村里的安置点里，他
们都很放心。

吕 鑫 龙 告 诉 记 者 ，兄 弟 俩
都在镇上上班，回家的时候并
不多，忙起来几个月都难得回
去一趟。

吕德寿说话朴实，他告诉两
个儿子，要坚守岗位，要好好干，

“干不好，让人瞧不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蒋麟

●转让车辆一批，87555276。
声明·公告

●其琴思日用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8MA6A6TPK1L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睿诺思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47009
2遗失作废。
●成都金莱鑫辰电子商务商行
公章5101075945047遗失作废。
●四川龙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000590463418K），
公 章 （编 号 5101008695676）
均遗失作废。

汽车被盗声明
车主： 杨阳， 车牌号：川

AD23J1, 白色小型普通客车，
发 动 机 号 ：1CN60110324， 车
架 号 ：LZWADAGA1NC506663，
于2022年8月23日9时在成都市
新都区公园路215号被盗，特
此声明，联系人：杨阳，电话：
13458536484。
●成都火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101040548047）发
票 专 用 章 （编 码 ：51010405
48049） 财务专用章 （编码：
5101040548048） 张乙菲法人
章（编码：5101040548050）均遗
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创网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5395251727W）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2000
万元，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成都星怀点电子商务商行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BR
804G1K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
5101075942969, 财务专用章
5101075942970, 发票专用章
5101075942971, 法定代表人名
章5101075942972均遗失作废。

●成都悦漫星汇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
6A2RTX65）、 公 章 （编 号 ：
5101120116215）、 财务章 （编
号：5101120116216）、黄晶法人
章（编号： 5101120116218）、发
票章（编号：5101120116217）均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鑫吉盛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35165985）遗失
作废。
●成都梧林枫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79936878）遗
失作废。

●青羊区宏杨专业设计工作室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4
2784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宏剑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00141301， 财务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00141302， 原
法人张跃建法人章编号510100
0141303均遗失作废。
●四川秦川大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510104
0189245， 原法人陈鹏法人章
编 码 ：5101040189246， 均 遗
失作废。
●新津县永商镇方家大院农家
饭店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
101320024034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繁锦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101160046106，遗失
作废。
●成都一方投资有限
公司原法人袁杰法人
章编号：5101255028
381遗失作废。
●成都市京华建筑架
料租赁站公章（编号
5101003040206）遗失
作废。
●成都珂琪贸易有限公司顾然
法人章（编号：5101075925219）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一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汪群英法人章编号5101
055449398遗失作废。

●四川鑫林福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5220855）遗失作废。

●双流区艾格米家具经营部公
章编号5101160093745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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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差点没了
这点玉米算啥子！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53期开奖
结果：32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109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4 11 13 19 22 33 蓝色球号码：11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53期开奖结果：916，直选：
904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3381注，每注奖金173元。
（45047234.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53期开奖结果：91667，一等奖
59注，每注奖金10万元。（394838626.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109期开奖结果：948068+14，
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
451667元；三等奖：12注，每注奖金3000元。（300346793.25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1月21日)

体彩

兑彩票

震后救援直升机压坏自家玉米地，他一句朴实的话让人破防
两个警员儿子也坚守一线……

事发几天后，吕鑫波才知
道父亲在网上“红”了。一个同
学给他发来一段有着100多
万点赞的抖音视频，问“是不
是你家亲戚？跟你长得像
……”吕鑫波一看，正是在老
家的父亲。

9月5日12点52分，四川
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中
磨西镇多个村庄被切割为“孤
岛”。柏秧坪离磨西镇直线距
离不过3公里，但高山深谷的
地貌，却有着10多公里的路
程，成为磨西镇最偏远的村子
之一。

9月7日中午，一架救援
直升机开进柏秧坪村，准备将
一名受伤村民和一名心脏病
患者送往医院。在空中盘旋几
圈后，飞机最终降落在一块玉
米地里。在巨大的螺旋桨风力
下，玉米地倾伏一大片。镜头
对着玉米地主人吕德寿，他声
音爽朗：“人都差点没了，这点
玉米算啥子！”就是这样一个
摇晃的镜头，一句朴实的话
语，让网友们破防了。吕德寿，
这个普通的当地农民，也迅速
在网上走红。

很多网友不知道，60岁
的吕德寿还有两个在磨西派
出所工作的儿子。大儿子吕鑫
波当民警，小儿子吕鑫龙做辅
警。地震发生后，兄弟俩一直
坚守在一线，直到地震10天
后，兄弟俩才“顺道”回了一趟
家，与父母短暂团聚。

9月5日地震当天，60岁的吕
德寿和57岁的妻子正在山上照料
牲畜。夫妻俩养了10多只羊、10多
头猪，平时都在山上放养。那是一
处狭窄的山谷，地震发生时，“山
上的石头如同密集的雨点”，被吓
着的猪往圈里跑，羊往山上逃，吕
德寿看到一头猪被滚石砸中……

柏秧坪村离海螺沟一号营地
很近，旅游旺季时每天接待数百名
游客。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继康告诉
记者，全村712人，地震当天有约
400人在村里，还有20多名游客。

地震发生后，因为道路多处

塌方，村子成为“孤岛”。吕德寿家
的房屋也已经倾斜，后墙垮塌，瓦
片掉了一地。

房子不能住了，他们找来薄
膜，在院坝里搭建了个简易棚子。
电话打不通，两个在镇上上班的
儿子一直联系不上，夫妻俩担心
得一夜未眠。

9月6日早上，吕德寿带上村
里的年轻人，上山把砸死的那头1
猪抬回来，分给大家煮了。

刘继康和村干部组织民兵、党
员投入到抗震救灾中，逐一清点人
数，积极联系外界。刘继康介绍，村

里只有一个村民在地震中头部受
伤，但基础设施、房屋受损严重，震
后只有两栋房子可以入住。

地震之后，村民首先自救。年
轻人轮流从山间背回饮用水，有
村民拿出家中的发电机交给村委
会，村里所有摩托车内的汽油被
集中起来，用于早晚短暂发电，用
于短暂照明以及给手机充电。

村里有一个爱心妈妈家政服
务队，震前主要帮助村里无法自
理的老年人。地震发生后，队员们
带头在安置点为大家做饭、照顾
老人、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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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受伤的村民和一名心脏
病患者急需救援，刘继康将情况
汇报给了镇上。9月7日，一架直升
机开进村里，在空中盘旋几圈后，
终于在一片玉米地找到了降落
点。螺旋桨的风力很大，地里的玉
米倾伏了一大片。

那片玉米地正是吕德寿的。
有村民跟他说：“你家玉米地遭
了。”吕德寿说：“这点玉米算啥！
玉米没了明年还可以再种，人没
得了啥都没了。”

吕德寿告诉记者，村子地处
山谷，“那片玉米地已经是最佳的

降落点”。
降落之前，飞机已经空投了

面包、方便面、矿泉水等救援物
资。之后的两天，飞机又在玉米地
停靠多次，送来帐篷等更多救援
物资。9月9日，被困在村里的9名
游客也被接了出去。

刘继康告诉记者，滞留在村里
的20多名游客分为两组，在山脚下
的一组已经提前被救援人员接走。
二组在山上，因为道路不通，9名游
客只好跟村民同吃同住。

通过外面传递进来的消息，
吕德寿夫妻俩也终于知道两个儿

子没事，心里也就踏实了下来。
吕德寿的3个孩子都读了大

学。如今，33岁的大儿子吕鑫波在
磨西派出所做民警，29岁的小儿
子吕鑫龙在磨西派出所做辅警，
二女儿在甘孜州新龙县当老师。

看到村里那些救援人员，吕
德寿“打心底里感激他们”。他说
救援人员大老远来到村里，干最
重的活。他们的家人应该也会很
担心他们，但他们领着任务，就必
须奔赴一线。

他能这样理解，大概也是想
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吧。

警
员
兄
弟

9月5日当天，吕鑫龙正好开
始休年假。上午把衣服洗了，吃完
饭回到3楼宿舍，准备拆下被套来
洗，然后下午赶回泸定县的家中。
结果地震突然发生，他以为跑不
出去了，赶紧蹲到桌子下面。

吕鑫波很担心派出所的老宿
舍垮塌，弟弟被埋在里面。他后来
打听到派出所的房子没事，心里
才踏实了。吕鑫波当时正跟两个
同事在街边吃饭，他们跟着其他
人跑到街上，但很快镇定下来，就
地疏散群众，让大家往广场去。

兄弟俩是在镇上一处垮塌的
酒店旁遇见的，里面埋了4个人，
镇上警力跟着消防人员展开紧急

救援。震后1个多小时，甘孜特警
从康定赶到现场，80名特警随即
分成4个小组，一组就地展开救
援，另外3组分别开进磨西镇的村
庄。曾有媒体报道，特警徒手挖出
被埋群众就是在这个点上。

因为当地警员熟悉情况，每
个特警小组就安排了一名磨西派
出所民警带路。吕鑫波跟着一个
小组往磨岗岭赶，道路垮塌，只能
步行。一路上落石不断。有一段路
他们走到崖下，山石轰然滚落，他
们等了20分钟，再继续前进……

凌晨3点钟出发，爬到山上的
村庄，已是下午6点半。吕鑫波和
特警在村里了解受灾情况，安排

村民撤离到开阔地带……
地震发生后，吕鑫波每天负

责巡逻、接处警、了解民情民意，
工作很杂，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弟弟吕鑫龙也主要负责巡逻、运
输物资、走访排查、安置点执勤
……机动安排。

各忙各的，兄弟俩很少见面。
父母的情况，也是地震后第二天
才知道。有村干部绕小路从山上
下来，他们得知柏秧坪村只有一
个人受伤，心里才踏实下来。

9月7日，吕鑫波接到母亲的
电话。虽然已经知道两个儿子平
安无事，但母亲还是在电话里哭
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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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赶鸭子陷入藕田中
消防紧急出动

“太气人了，说好的工资
3000多元一个月，签正式合同，
5万元‘打点费’打过去了，结果
找了个工地保安的工作，工资
一个月只有1800元，还是个临
时工。”9月20日，说起帮儿子
找工作被骗5万元的事，洪女士
就气不打一处来。所幸宜宾兴
文县公安局及时介入，帮洪女
士一家追回了经济损失。

据洪女士介绍，她和丈夫
是宜宾兴文县大坝镇人。儿子
25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找到
心仪的工作。今年上半年，洪女
士突然接到老家一个邻居发来
的消息，说他外侄儿卢某“很有
能量”，可以在×大城市找到好
工作：“招聘××机场安检员、
护卫员，3000元加餐费补贴。享
有国家规定的年底双薪、节假
日双薪，购买五险一金……”这
让洪女士和丈夫心动不已。

“我们一家都不认识卢某，
但心想是邻居的亲戚，也就放松
了警惕。”他们和卢某联系后，对

方表示肯定是正式工作，签正式
合同，但需要先拿5万块钱“打
点”。洪女士和丈夫觉得值，爽快
地分四次给对方转账了5万元。

卢某收了钱后，工作却迟迟
不落实。在洪女士的反复催促
下，儿子终于被卢某安排到了×
大城市“上班”。但此前说好的

“正式工”变成了“临时工”，而且
是工地保安，月薪才1800元。洪
女士这才知道被卢某忽悠了。

洪女士一家开始找卢某退
钱，但卢某以各种理由搪塞。

无奈，洪女士近日向兴文
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报警。9月5
日，兴文县公安局大坝派出所将
卢某抓获。据兴文县公安局民警
介绍，30岁的卢某是一个无业人
员，“他自己都没工作，哪有渠道
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骗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卢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捣毁一个特大跨区域地下钱庄
涉案金额达380亿 抓获176名嫌疑人

说好“机场正式工”，咋成了工地保安？
帮儿找工作被忽悠，还被骗走5万元“打点费”

吕鑫波（右）和吕鑫龙（左）兄弟俩和父母在一起

父亲吕德寿在网上走红

吕德寿家房屋地震中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