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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两次 将孩子交给对方

寄养还是拐卖？

核心

提示

和男友一时赌气，张莉让从微信上认识的网友接走了1岁女儿乐乐，让其代为抚养一周“断奶”；曾夭折过一个女儿的

魏某某，因“喜欢小孩”，通过微信认识张莉，双方约定后，他抱走乐乐，并将孩子带到河南交给亲戚抚养……

经数日排查追踪，4月16日，龙泉警方在河南省龙湖镇将嫌疑人魏某某挡获，次日，在南召县乡下寻回乐乐，当日，恰好

是乐乐1周岁生日。目前，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魏某某已被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

律师分析：

若有拐骗行为 构成拐卖儿童罪

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郭刚律

师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

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

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本案中，根据

目前掌握情况，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绑

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这几种行为。而拐

骗是指行为人以利诱、欺骗等非暴力手段使

妇女、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并为自己所控

制的行为。如经查实，犯罪嫌疑人确存在拐

骗行为的话，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依法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魏某某“妻子”：

“不是拐卖，是寄养关系”

“我觉得不是拐卖，是寄养关系，她和

男友赌气，结果我们成了买单的人，我觉得

我们也是受害者。”自称系魏某某妻子的女

子说， 她自始至终没见过娃娃， 只看过照

片。但根据丈夫所述，以及他和张莉两人的

聊天记录， 她认为张莉是自愿的，“我们又

不知道是赌气，是她（张莉）自己把娃娃和

他送上车的，说让他养一段时间看看，如果

养得胖、养得好，就送给我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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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谷雨

白天多云好踏青

据气象部门数据统计：前晚6时到昨

晨6时，全省共发生雷电云地闪击6260次，

雷电主要发生在成都市、眉山市、资阳市、

雅安市、内江市、乐山市、遂宁市等地区。

其中，成都市发生雷电云地闪击574次。

今日是谷雨， 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

气， 谷雨的到来预示着寒潮天气基本结

束，气温回升加快，雨水增多，大大有利

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根据预报，今天白

天，成都以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仍是适

合外出踏青的好天气，气温和昨日接近，

晚上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之后两

天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 气温略有下

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赌气母亲将1岁幼女交给网友

娃娃被带到河南

网友涉拐卖儿童被刑拘

昨日， 杨先生父子在开车外出时，

发现前方一辆出租车的顶灯一直显示

“报警求助”。 他们随即记录下车牌号

码，跟随数百米，并致电成都商报，希望

记者能帮忙核实。记者经过出租车所属

公司了解到， 真相是这辆车的报警器出

了故障，没来得及修理。

父子发现出租车亮“报警求助”

昨日下午，市民杨先生开车从红牌楼

西上了二环高架。这时，坐在副驾驶座上

的杨先生儿子注意到，前方一辆出租车的

顶灯一直显示着“报警求助”。儿子问要

不要立刻报警， 杨先生让儿子先用手机

拍下照片，并记录下车牌号和顶灯编号。

随后，杨先生加速追上了这辆出租车。

杨先生注意到， 开车的是一名女司

机，副驾驶座上坐了一名男乘客。从观察

情况来看，出租车内并无异样。杨先生回

忆，两辆车并行了几百米后，出租车在大

石西路下了高架。 想到开车的是个女司

机，父子俩都有些放心不下，随后，杨先

生打进本报热线，希望能帮忙核实一下。

记者查证：原来是报警器出故障

根据杨先生父子提供的车牌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到， 这是一辆城市快

车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下简称城市快

车）的车。记者随即向该公司作了反映。

经过查证， 城市快车值班人员告诉

记者， 这辆出租车昨日的当班驾驶员的

确是一名女司机， 但出租车并未遇到意

外。顶灯一直显示“报警求助”系该车的

报警器出了故障，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此外，值班人员还告诉记者，在杨先

生发现状况之前， 公司已经通过GPS监

控系统获知了该车警报器故障， 并已经

通知驾驶员尽快处理。 对于杨先生父子

俩的热心，值班人员也一并表达了感谢。

杨先生在打进本报热线时， 还问了

一个让自己纠结的问题： 如果当时自己

报了警， 但最后事实证明出租车并未遭

遇意外，自己算不算“报假警”。对此，泰

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表示， 由于市

民当时并不清楚车内情况， 并且主观上

并不存在恶意扰乱公安机关工作秩序的

想法，因此，对于这类报警，市民们不用

担心被追责。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历时11天

警方从河南找回女婴

前晚19时许，成都商报“快拍成都”金牌

拍客“金哥～踢马”拍摄了一组照片：在龙泉

驿区十陵派出所， 民警历经11日的排查追踪，

十陵街道租住户张莉的女儿乐乐终于回到了

亲人怀抱。

据了解，4月7日，张莉报警称年仅1岁的女

儿乐乐失踪。经密集侦查，民警初步确定孩子

被资阳市魏某某带走，落脚点是河南省南阳市

南召县。8日晚上，由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民警和

市局民警组成的解救小组赶到南召县。 然而，

魏某某已离开赶往新郑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

配合下，经过8夜的排查追踪，警方于16日在龙

湖镇一工业园区内将魏某某挡获，经突审后获

知乐乐下落，并连夜赶往南召县乡下，于17日

成功解救乐乐。当日，刚好是乐乐一周岁生日。

18日晚上， 民警把乐乐交回到其家人手

中，乐乐的父母、外公外婆都忍不住痛哭流涕。

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带走乐乐的魏某某已被

刑拘，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

据悉，对自己此前的行为，魏某某解释称

“不懂法律，真心喜欢小孩。”

嫌疑人“妻子”：

丈夫说别人送给他一个娃娃

乐乐回到张莉身边后，一个郑州号码不断

给她打电话给魏某某“说情”，对方自称是魏

某某的妻子。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该女子。她称，

自己跟魏某某是夫妻关系。前年夏天，她和魏某

某的3岁女儿意外溺水身亡。随后，他们又生了个

女儿，现在1岁出头，“女儿出生时，我就跟他说，

如果谁能送我个女儿就好了， 当双胞胎养。”她

告诉记者，婆婆一直觉得独生子压力大，应该生

两个孩子，劝她再生。她虽然才24岁，但两次生育

都是剖腹产，不想再生育，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件事我不知情，他只跟我说，朋友介绍

的，送了他个娃娃，我说是男孩就不要，是女孩

就要。”她称，听丈夫说是个女孩，刚1岁，模样

很乖，她觉得跟自己娃娃差不多大，就想当双

胞胎一起上户抚养。当时，她还问丈夫，会不会

养几天人家又要回去， 丈夫说养得好就不会。

随即，魏某某将孩子带到了河南南召县，放到

亲戚家中抚养。12日，丈夫到了郑州，她也追问

过娃娃的来历，但丈夫一直没有透露，只说是

朋友介绍的。

和男友吵架后

微信网友说：“娃娃我给你带”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张莉母

女。她正抱着女儿乐乐赶场。“瘦了一点，不如

以前爱笑，还爱抢东西，拿着勺子敲碗”，张莉

说，乐乐离开她11天，没受什么伤害，就是性格

有了些微的变化。张莉今年20岁，老家陕西，从

小在资阳长大，与男友租住在十陵街道。

“我就是赌气”，她说，为了乐乐上户口等

事，自己和男友常吵架。3月底4月初，再次吵架

后， 她在微信上与魏某某聊天，“摇一摇认识

的，他先加的我，挺投缘，能聊到一堆去。”魏

某某常安慰她，她透露，魏某某自称有过一个

女儿，3岁时夭折了，跟妻子也分开了，想再养

个娃娃。

一天，张莉又和男友吵架，魏某某再次安

慰：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不如跟他分开，娃

娃我给你带。张莉正在气头上，就答应了，说

让他带一周，“一是赌气， 二是想吓唬孩子爸

爸。”她称，自己只是想把娃娃给魏养一段时

间，刚好可以让孩子断奶，以后自己就可以做

点活路。

网友自称是资阳人

她把娃娃交给他带走

4月4日，魏某某到租住房里，说要看下娃

娃，两人第一次见面。魏某某看起来仅20岁出

头，张莉不是很放心，就没同意让其把娃娃抱

走。7日上午，张莉“下定决心”，再次约了魏某

某，她给娃娃准备了衣服，用塑料袋装着，把魏

某某和乐乐送到了街上。直到此时，她还认为

魏某某要把娃娃带回资阳。

“我让他坐公交车，他看了下站牌，就打

车走了”，中午，张莉还是不放心。魏某某曾自

称是资阳某地人，她找亲戚打听，根本没有这

个地方。她吓到了，立即给魏某某打电话，提

出想去他家里看看。他没有同意，而是发回一

条短信：“你放心吧，我会让她过上幸福生活，

快乐童年，保证不让她受委屈，我不让你去我

家是因为怕你以后去找她， 我见过太多人家

领养的孩子知道自己身世后回去找亲妈，我

也不想我二十年的付出付诸东流， 希望你能

理解我的心情……我只能保证每个月给你发

孩子的照片。”

张莉立即打电话过去，对方关机，发短信

让他把孩子带回来，也没有回应。再看微信，对

方已经将她拉黑了。当日晚上，她到辖区派出

所报了警。此时才发现，除了一个手机号码，她

对魏某某一无所知。

网友来电称

把娃娃带到了河南

9日左右，魏某某致电对张莉说，自己把乐

乐带到了河南。张莉要求看下孩子，他拍了一

张照片发过来，乐乐穿一身红衣，对着镜头略

带着笑。 “我想她了，我还是舍不得她”，张莉

要求他把孩子送回来， 魏某某让她自己去接，

但她表示没有路费， 自己还需回老家办身份

证，而对方提出可以给路费。张莉表示，因想通

过汇款地址得知对方住处， 她让其汇款2000

元，对方照做了。

之后几天， 张莉曾几次给魏某某打电话，

想听女儿声音，“在厕所、在充电，他一直说各

种理由， 就是不让我跟女儿说话。” 魏还告诉

她， 已经给乐乐请了保姆，3个月5000多元，会

把乐乐带得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我还是太轻信了”，昨日下午，看着乐

乐，张莉说，好在娃娃顺利找回来了。昨日晚

上，他们全家吃了顿饭，算是给娃娃补过生日。

若存在拐骗行为

最高可判10年

讲述

焦点

6岁男童正在玩耍

被邻居鸟枪击中头部

在亲戚门口和小伙伴玩皮球， 却无

端被邻居用自制鸟枪击中头。 前晚6时

许，资阳市东风镇6岁男童小俊华被一颗

直径六七毫米的钢弹击穿脑袋， 目前被

送至华西医院救治。由于伤情过于严重，

小俊华命悬一线。

两个小伙伴事后指出，邻居林某是开

枪者。而据村支书刘续国介绍，在当天晚

上，当地警方从林某家里搜出一把一米长

的自制火药鸟枪，在审讯时，林某最初拒

绝承认开过枪伤人，之后又称是17岁的儿

子开枪伤人。目前林某父子两人都已被警

方控制，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由于伤情严重， 昏迷的小俊华辗转

了三个医院，依次是东凤镇医院、资阳市

人民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每到一

处， 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特重型颅

脑外伤，病危。截至昨日中午12时，病危

通知书一共下过四次。 根据CT显示，一

颗直径约六毫米的钢弹从小俊华右耳上

方穿入头颅，最后停在鼻梁左下侧。因伤

势太重，小俊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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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被警方寻回的女儿，张莉忍不住失声痛哭

出租车亮“报警求助”

原来是报警器出故障

记者日前从宣汉县公安局获悉，一名江苏

籍男子流窜于全国各地，盗用他人身份信息非

法办理银行卡获利。 当这名男子3月27日在宣

汉县农业银行胡家支行内再次如法炮制时，被

银行值班主任王先生识破并报案。

经民警调查， 该男子在不到三年时间内，

共非法办理了1700余张银行卡和大量的U盾及

网银密保卡，从中获利20余万元。目前，宣汉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正全力侦破此案。

银行工作人员机智报警

盗办银行卡嫌疑人落网

3月27日下午， 一名男子来到宣汉县农业

银行胡家支行营业大厅，径直走到一台自助开

卡机前进行操作。然而，在几次尝试后，他并没

有成功开卡。这时，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

机器出现了网络故障，需要进行调试，让他耐

心等待一下，随后工作人员走进了操作间。

一分钟后， 工作人员让男子继续尝试操

作，但没过多久，几名民警赶到银行将男子抓

获。原来，这名男子是一名涉嫌盗用他人身份

信息办理银行卡从中获利的犯罪嫌疑人。民警

正是接到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电话，才迅速赶

到现场的。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这名机智的银

行工作人员。他姓王，是当天的值班主任。“这

名男子之前因为多次在各个网点开卡，并有很

大嫌疑使用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证，其他网点工

作人员曾报过警，但让他逃掉了。”王主任告诉

记者。

“当时我来到开卡机前，假意告诉他网络

出现问题要进行调试，其实是让我们负责核实

的工作人员进行确认。”他说。几十秒后，同事

告诉他，确认此人就是那名“嫌疑人”。他随即

报警，并成功等到民警到来，将该男子抓获。

嫌疑人供述：

非法办卡三年 全部卖给上家

在胡家派出所内，男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据其交代，他姓马，今年30岁，系江

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盗用他人信息办理银行

卡已有三年之久，曾先后在湖南、甘肃、广西、

湖北等9省100余市县连续作案， 今年3月18日

来到达州，在各区县作案。三年间，他一共盗办

银行卡1700余张，并全部出售给上家，一名为

陈某的男子，从中非法获利20余万元。

据了解，三年前，马某在甘肃抚州市认识

了刘某，经刘某引荐，马某与厦门一名姓陈的

男子取得了联系，陈某告诉马某，可以为马某

提供他人的二代身份证，马某使用这些身份证

在银行办理银行卡、U盾及网银密保卡之后，

陈某会对这些物品进行高价回收，其中银行卡

回收价为80元每张，U盾、 网银密保卡为200元

每个。

男子盗用他人身份证

办1700张银行卡获利20万

为何陈某会高价回收这些银行卡？这

些非法办理的银行卡又会对社会造成怎样

的危害？对此，宣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

长王小庆进行了分析。

“平时有些市民的手机上会收到一

些诈骗短信，骗子所给出的银行卡信息大

多就属于此类盗办银行卡。” 王小庆说。

一般在普通市民被诈骗向警方报案后，民

警在对线索进行追查时，往往发现犯罪嫌

疑人提供给受害者的收款银行卡并非嫌

疑人本人。“这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

大的麻烦，也不利于我们为受害人追回损

失款项。”

据王小庆介绍， 一些不法官员也很乐

意求购此类银行卡， 用于洗钱， 转移其贪

污、 受贿等非法所得。“据了解， 在沿海城

市， 这种银行卡已经被炒到了每张2000元

以上。”王小庆认为，正是这种情况，让马某

及陈某等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周子铭

另据马某交代， 自己只是陈某庞大

交易链中的一员， 在陈某手下与自己做

着同样事情的人有很多， 由于涉案人数

较多，金额巨大，派出所民警立即将情况

上报，宣汉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

了专案组。

目前， 警方正在全面清查马某在达州

办理的31张银行卡， 为查明马某办理的

银行卡流向，防止该类银行卡流通，成为

其他犯罪活动工具， 专案组民警即刻前

往厦门，对马某的上线陈某布控并实施抓

捕任务。

庞大交易链浮出水面 警方赴厦门抓捕上家

非法银行卡去哪了？ 多用于诈骗、洗钱

最新进展

警方分析

非法办卡

牟利链条

上家陈某

提供他人身份证

马某

利用上家提供的身份证，流窜各地

盗办银行卡、

U

盾及网银密保卡

上家陈某

陈某向马某回收盗办的银行卡、

U

盾、网银密保卡

价格：银行卡

80

元每张；

U

盾、网银密保卡

200

元每个

隰隰

虚惊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