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曾经，他被认为是有担当、热心

肠的 “最牛志愿者”， 无数人向他致

敬———第一个进入汶川大地震重灾区

汉旺镇救人的志愿者； 资助18名地震

伤残、家庭困难的孩子；他说，“不要再

提我当初怎样救人，那是人的本性。”

■ 如今，他为了满足虚荣心，大肆

挥霍消费———被曝吸毒、 有多名情人；

涉嫌诈骗12万； 借了19万不还……最

终被批准逮捕。

2012年8月22日， 警方接到德阳市民

刘芳华（化名）报案，称“最牛志愿者”陈

岩以为其子女找工作为由，向她骗取了人

民币12万元。经过审查，德阳市公安局开

发区分局进行了立案侦查 （成都商报曾

做报道）。

时隔一年之后， 此案有了最新进展。昨

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德阳市警方了解到，今

年5月29日，因涉嫌诈骗罪，陈岩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同时报请了德阳市旌阳区人

民检察院批准逮捕。6月8日， 陈岩被依法执

行逮捕。该案侦查终结，并于8月1日被移送

到了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进入审查起

诉阶段。

称帮忙安排工作

收取12万元“打点费”

据德阳市民刘芳华（化名）称，2011年

2月，汶川“最牛志愿者”陈岩曾向自己打

来电话，称可以帮助她的女儿、女婿安排有

事业编制的新工作。 随后， 按照陈岩的安

排，刘的女儿、女婿相继辞去了原有工作，

并于当年3月15日进入德阳市应急办。但事

实上， 两人在德阳市应急办的身份却只是

志愿者，而每人每月也只能拿到400元的生

活补助。

面对刘家质疑，陈岩当时曾表示，工作

编制、工资收入的问题，他正在尽力设法解

决，但需用钱“打点各方关系”。随后，陈岩

先后分4次，向刘芳华一家收取了12万元，但

对刘芳华女儿、女婿的所谓工作编制，却始

终未能解决。其后一段时间，刘家多次联系

陈岩，却很难拨通对方电话。

为此，刘芳华及其家人认为陈岩“收了

钱不办事”，其行为涉嫌诈骗，随即于去年8

月22日向警方报案。而接警后，德阳市公安

局开发区分局龙泉山派出所针对此事，进行

了立案调查。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昨日，德阳市警方通报了该案的侦办经

过。经过近一年的缜密侦查，最终侦办民警

于今年5月28日，在成都市华侨城附近，将陈

岩抓获。归案后，陈岩对于自己诈骗刘芳华

12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承认他已

将骗得的12万元挥霍一空。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了德阳市

旌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一名工作人员证实，

目前该院确已依法受理了陈岩涉嫌诈骗一

案，相关案情正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随后， 记者曾试图联系上陈岩的家人，

但由于对方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因此未

能实现。

近日，有多名市民反映，从本周开始，城

区部分交警分局简化了电子眼交通违法的处

理流程。据了解，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缓

解交管窗口的排队情形，从本周起，这一新模

式率先在交警四分局和六分局开始试点。前

来处理电子眼交通违法的驾驶员， 如果是持

有C1及以下的驾照， 则不必参加硬性规定的

交通安全教育学习。

“不用学习了，缩短了20来分钟。”昨日

下午， 在交警六分局处理完电子眼违法记录

后，驾驶员吴女士感慨了一句。吴女士称，自

己上个月因为在红牌楼闯红灯被电子眼拍

下，这次专门来处理。不过，相比于以往，这次

并没有工作人员要求她到电子警察交通违法

处理学习室里参加规定时间的学习， 省去了

以往观看交通安全宣传节目的环节。 不少驾

驶员反映，省去该环节后，处理电子眼所花的

时间大大缩短。

事实上，不仅是吴女士，不少驾驶员来处

理电子眼之前， 都不知道交警窗口处理电子

眼的新流程。面对现场一些司机的询问，现场

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称 “不用学习了……我

们这里是试点，已经第三天了。”

不过，在交警六分局的学习室里，仍有驾

驶员接受学习。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持大车驾

照的司机。

而在交警四分局，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到交警四分局处理电子

眼的一些C照驾驶员， 只需要在排号机上领

号，就能按照号码依次前往窗口办理电子眼违

法处理业务。而持B照以上的驾驶员，仍然要进

学习室。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唐雪妮

驾照卖分 两驾驶员被拘十天

前日，交警三分局民警在处理电子眼

的违法记录时，发现两名“卖分”的驾驶

员。由于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

法办案，警方分别对段某、叶某处以行政

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民警调查得知， 段某与车主当天上

午在交警三分局外经“串串”介绍才初

次接触，段某同意将驾照的分卖给车主，

以处理电子眼违法记录。 但段某不仅写

错车主名字，在填写车主电话号码时，更

是显得手足无措，民警由此进行了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唐雪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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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彩移动联手钜献

●

影视明星王宝强倾情代言

●

不换号、不签约、不捆绑话费，千元手机百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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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天气再热也挡不住市民体验全新尼彩大屏 3G智能机的热情影视明星王宝强 倾情代言

399 元， 以前仅仅是一个手机皮套的价格，而

现在却能买到最新款尼彩 4寸大屏 3G智能机。 看

做工、比硬件，1G 高速 CPU、4.0 寸高清大屏、支持

WIFI上网和 GPS定位，却只有 399 元的价格。 399

元，不仅仅是低价，更是行业底价！

全新尼彩，“王者”归来！ 4寸大屏 3G智能手机

只卖 399 元，低价平民牌一经打出，马上赢得了市

民的疯狂追捧！

等等， 尼彩 3G智能机并非一枝独秀， 大屏时

代，尼彩一马当先，4.5 寸和 5 寸爆款新机都拥有超

强悍的硬件配置， 最新安卓 4.2操作系统。 更不可

思议的是，两三千元级别的配置，统统都只要百元

级的价格！ 以实用、好用著称的全新尼彩必将彻底

颠覆整个手机行业！

现场直击：卖疯了，忙晕了

在四川每天数千人用上了尼彩新手机

这半个月来，每天到工厂店抢购尼彩手机的人

群绝不亚于开业，许多尼彩老用户来了、听朋友熟

人介绍的市民来了、还有更多专程到尼彩购机的新

用户来了，现场气氛热闹得一塌糊涂！跟过节一样，

有一次买 2 台的，3 台的，有刚买了又返回来买的，

有一次就“抢”走 10台的……

这种抢手机的场面真是很独特： 没人问配置、

没人磨蹭价格、没人在犹豫东比西比。 也许再犹豫

一会儿功夫，补货的两箱手机又没有了，大家都抢

欢了。 很多店一天就要卖出了 200 多台，整个卖场

都卖疯了。所有店员都忙晕了，小小的店内，大家进

进出出，只顾开票，取货，包装，一路小跑。全新的尼

彩智能手机，具有漂亮的外型、不用高价、不签协

议、不换号码、不捆绑消费、随心所欲换机不心疼、

消费从容应对；目前，在四川每天就有数千人用上

了尼彩新智能手机。

用户直言：太划算了，实用还好用

买尼彩 3G 智能机与潮流同步

“太巴适了！ 4 寸大屏 3G 智能手机只要 399

元，以前不知道，手机还可以这样玩，划来划去灵活

得很，软件游戏免费下，小妹儿服务也好，电脑上的

事可以在手机上整！ ”家住新鸿路的周先生是尼彩

的老用户，拿了两台 S300的他兴奋不已。

“才 399 元，买起来不犹豫，掉了不心痛，怎么

形容尼彩 S300 都不过分。 ”工作忙碌、事业有成的

许先生因为尼彩 S300改变了不少。

“用了尼彩 A45 才体会到 3G 智能手机的好处，

信号更好，通话更清晰了，尼彩是国产大品牌，实用

好用，值得信赖。 ”在南门高新区上班的公司白领黄

小姐的话不无道理，尼彩 A45 双卡双待，除了支持

所有的 GSM网络，更是支持全国网络覆盖更全，信

号更好的移动 3G网络。

“终于理解别人一天为何‘机不离手’，再不换

尼彩大屏 3G 智能手机，真的要落伍了，何况是这

么实惠的价格。”在北门做生意的刘女士如此感叹。

大屏时代 三箭齐发

尼彩开创手机全新消费理念

尼彩从 399 元 4 寸屏 3G 智能机， 到 4.5 寸，5

寸大屏，实现了三种大屏尺寸全覆盖，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需求任意选择。 全是几千元的配置，百元级

的价格。

大屏手机有大玩法，余女士为儿子买尼彩 A3大

屏手机的主要用途是帮助孩子学习：“学英语、 查资

料、看电子书，休息时还能用来听音乐，放松一下。 ”

尼彩大屏智能手机 A45是冯小姐的生活助手：

“用手机学食谱、看资讯、超市购物比价格。 抽空看

点娱乐新闻，老是觉得一天时间不够。 如果现在没

有尼彩大屏智能手机真是不知所措。 ”

姚大哥用手机把生活安排得相当充实：“用尼

彩智能手机，一边跑步一边还能听收音机。 打太极

时再也不用提 CD 机了。 全新的语音操作，可以整

句输入文字，不用学也能发短信了。 随意调节音量

和字体大小，瞬间让我们轻松享受‘高科技’，以前

不愿去尝试，幸亏用上了尼彩。 ”

“现在市面上的好手机太多了，几千元钱买一

部不到半年又落后了，换都换不过来，常用的功能

也就那几种， 我选择尼彩就是我要用的功能它都

有，配置也不差，外观也很漂亮时尚，也拿得出手，

就几百元钱，即使丢了或者再换新机也不心疼。”下

东大街某高级酒店营销部蔡先生拿着尼彩最新款

A700告诉笔者到。

“我用的也是尼彩最新款 5 寸屏的 A700，外观

大气漂亮、时尚有范儿，操作灵敏、使用方便，不仅是

很划算！关键还很有面子。 ”沈小姐是城南一家 KTV

的客户经理，典型的都市白领，她的朋友圈和很多闺

蜜都是尼彩的老用户， 她的话无疑道出了手机消费

理念的全新变化。 还有李经理，投身餐饮行业，公司

100 多员工，口口相传，尼彩 S300、A45、A3、A700 等

各种机型都有在用。 得知尼彩赢得了高端消费人群

的喜爱，尼彩 CEO卢洪波很吃惊：“‘高富帅’、‘白富

美’这些原本没有在我们定义的目标消费人群之内，

尼彩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看来手机消费理念的变

化正在快速地影响着精明的成都人。 ”

后记

尼彩大屏 3G 智能机的玩法多着呢，支持近 50

万款的免费软件和游戏，有太多的功能了，它就相

当于一个游戏机、一台小电视、一个照相机、一个摄

像机、一个学习机、一本电子书，涵盖生活各个方

面。

“省钱、省时、放心、可靠”无疑是尼彩手机最真

切的用户体会。 对于不便到店购机的市民，只需拨

打便民免费送货电话：4007-969-969、028-6853��

8299就可买到尼彩最新款大屏 3G智能手机。

真真切切，尼彩大屏 3G智能机普及风暴来啦，

4.0 寸、4.5 寸和 5.0 寸三种尺寸四款机型， 双卡双

待，全部百元级，同等配置敢比价格、同等价格敢比

质量，同等质量敢比服务。

尼彩在全国已经有 6000 多家工厂店， 仅在四

川就有 500 多家，在成都更有近 200 家，它更像我

们的“手机社区超市”。 统一的超低工厂价，购买方

便，服务方便，八项超值的免费服务更是极为罕见！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尼彩

大屏 3G 智能机实用又好用， 价格坚持一贯的亲

民，无疑是完美的工作生活伴侣。 俗话说“眼见为

实”，尼彩诚挚邀请您到尼彩手机工厂店体验真机，

感受全新尼彩带来的全新惊喜！

欢迎您到省内各地、州、

市、县及镇尼彩手机工厂

店免费真机体验，先试后买

元 寸大屏 智能机在川遭疯狂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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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乌木暂存当地派出所

沉睡乌木现身双流白沙， 引人觊

觎，村民举报后，当地政府将乌木挖出

暂存。作为补偿和奖励，全体村民共分

到10万元， 但他们随后提出多项质疑，

并阻止政府将第二根乌木挖出运走（本

报昨日曾作报道）。

昨日中午， 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到

白沙镇， 第二根乌木依然原封不动躺在

河边。村上紧急组织村民大会，全体200

多位村民参加。 当地村镇干部明确表态

“（运到派出所）只是暂时存放”，并且

再三保证“绝不可能出售”。大约半个小

时之后，终于做通了村民们的工作。昨晚

7点半， 乌木被送到白沙镇派出所暂存。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实习生 冉嘉倩

马甲里藏了13万进火车站

民警热心护送她回家

成都商报讯

（

成铁公宣 记者 张

漫

）6日晚上9时许， 成都铁路公安处成

都车站派出所民警发现一名携带有13万

现金、欲乘坐火车外出的精神病患者，并

在查明情况后，连夜将其安全护送回家。

当时，这名女子穿着一件使用塑料

袋自制的马甲， 内层缠裹着大量现金，

交流时神志不清，语无伦次。经核实，该

名女子是资阳市人，丈夫和女儿长期在

广州打工，她患有精神疾病，近日趁家

人不备，携带多年积蓄私自离家。

制假证坐免费火车 被行拘5日

成都商报讯（成铁公宣 记者 张漫）

4日下午4时许， 一名50余岁男子因使用

伪造铁路职工证件及铁路硬席全年定期

乘车证件， 被成都铁路公安处东车站派

出所执勤民警发现。目前，成都东车站派

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相关规定，给予此人行政拘留5日

的处罚，同时收缴其使用的伪造证件。

原来，此人系达州一公司职工，经常

乘坐火车出差， 发现铁路职工持相应证

件和单位出差证明因公出差乘坐火车享

受免票待遇，就动起了“歪心眼”。

两根乌木的身价之谜 追踪

成都商报记者 廖金城

王明平 实习生 任骥远

核心

提示

骗

躲

认

涉嫌诈骗 “最牛志愿者”陈岩被捕

承认已将骗得的12万元挥霍一空 目前该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处理电子眼 小车驾驶员不用硬性学习了

交警四六分局试点 简化流程后，不少驾驶员称节省了不少时间

据一名侦办民警介绍， 在案件侦查过

程中，陈岩为躲避警方，曾先后换过10多个

手机号。

而在归案后，陈岩也曾向警方坦承，自

己在成名之后，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

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为了满足虚荣心，他屡

次出入高档场合，并大肆挥霍消费，“最后

为了维持日常开销，才开始进行诈骗，来获

取财物。”侦办民警透露，而就在陈岩被抓

捕时，他还正在与人“谈生意”。

成名后大肆挥霍

称为维持日常开销诈骗

交警权威发布

最害怕见到债主

最希望能追回钱

作为此案的受害者，

刘芳华在得知陈岩已被

依法逮捕，且相关案情也

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

彻底松了一口气。

刘芳华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 自去年报案以

来， 她便再也未能与陈

岩取得过任何联系，

“我一直都在关注案件

进度， 很担心那笔钱追

不回来。”刘芳华介绍，

当初她交给陈岩的12万

元， 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借来的。在陈岩“收钱

不办事”后，家里的经

济一度陷入困窘。 为了

维持生计， 女儿和女婿

都相继重新找了工作，

但两人每月的收入却只

有2000多元。

刘芳华称， 她和家

人现在最担忧的， 便是

与债主见面。“虽然他

们都没有讨债， 但是总

感觉很不好意思。”刘

芳华说，为此，在近一年

来， 她和家人都只好尽

量留在了绵竹老家，并

减少出门。

刘芳华说， 目前她

唯一的希望是， 法院能

够尽快审理该案， 并最

终通过法律手段， 帮助

自己向陈岩追回那笔

“打点费”。

受害者

陈岩其人

荨 2008年 5月

14日， 志愿者陈

岩（前左）和救

援人员将刚刚从

废墟中救出的人

送往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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