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戈萍 美编 廖敏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5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最近一周，蓝谷地天域的住户们心里
很不踏实。小区临三环路的院墙出现倾
斜，墙内的地面上拱，沥青路边沿隆起，甚
至窨井的井圈也出现开裂。物业的观测显
示：地面疑似受到三环方向力的挤压，每
天向里发生位移。业主们认为，这些情形与
院墙外坡上的三环绿化景观工程有关。

蓝谷地天域：
路面隆起，地面每天向内移动

25日上午，蓝谷地天域小区的业主们
又来到8栋、9栋背后的院墙边。院墙外约1
米的地方是一处不高的挡墙，往外是一块
正在作业的绿地，再往外便是三环路。成
都商报记者看到，院墙上小区物业挂的横
幅上提醒“围墙倾斜有垮塌风险，行人车
辆请勿靠近”。记者注意到，院墙扭曲着蜿
蜒往前，其中一处院墙底部开裂有明显的
缝隙，内外都用木柱做了支撑。业委会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半年前物管巡逻就注
意到了院墙倾斜的情况，最近一周小区沥
青路边沿往上隆起。物业工程部一位负责
人打开路沿处的一个窨井，“下水道的井
圈也被挤压开裂了。”三天前他们开始测
量路沿到停车场出口一处混凝土柱的距
离，“昨天和前天相比，向内缩小了3厘米，
今天比昨天又缩小了5~8毫米。”

业委会、物业：
疑似受到三环方向的外力挤压

之后，业委会和物业在小区内多处张
贴了公告，称：“小区该段道路路面疑似受
三环方向的超强外力挤压导致严重变形，
该部位的雨污管网井也在三环方向的外力
下发生断裂。”公告中提到的“三环方向的
外力”，上述业委会负责人和多名小区业主
均认为，即院墙外正在进行的三环绿化景
观工程。对于院墙外的这处绿化坡，业主王
先生印象很深，“之前坡没有那么高、陡，我
去坡上遛狗不吃力。现在堆高了，都有些费
力了。”增加的堆土，多位小区住户均表示，
系三环绿化景观工程施工时堆过来的。

业委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情况向社
区和街道办做了反映，“今天上午街道办
和社区工作人员来查看过。”

成都交投：
初步判断工程影响不到小区

25日中午，院墙外出现了数名人员，其
中一名男子穿着印有“交投”字样的外套。记
者了解到，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的建设单位
正是成都交投。小区内发生的情形与院墙外
进行的工程项目是否相关？该男子表示“我
们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并用脚踏了两下挡
墙，“这里有挡墙。”接着，他向业主们表示

“可以鉴定”。另一位同行人员告诉记者：“我
们是技术部门的，被通知过来看一下。”

记者联系了成都交投集团路桥经管
公司。“今天项目的管道组长和总工程师
都到现场去看了情况。”成都交投方面相
关人员告诉记者，“挡墙距离小区外墙一
米多，我们堆的裸土和挡墙还有一米多的
距离，初步判断是影响不到小区的。”不过
他表示，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小区的沟通，
并将关注后续情况。

街道安监办：
推测与堆土有关

“我们去现场看过，蓝谷地天域小区
内靠近三环路的路面确实出现了受挤压
变形的现象。”成龙路街道办事处安监办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至于原因，他推测是
小区外的坡上堆了土。

工作人员表示，坡上原先就有土，系小
区建设时开发商堆放。现在坡上是新土，还
没有充分固定，容易滑坡引起冲击。会不会
影响到小区楼房的安全？工作人员判断，目
前主要影响道路，“对楼房不会有影响。”

他接着介绍，安监办上午已经约谈过
施工方，“要求施工方在明天内写一份书
面材料，讲清楚原因和解决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祝浩杰

小区院墙歪斜、地面上拱、窨井壁开裂

业主疑心：
院墙外三环绿化
堆土挤压所致

我想放弃，
主管不干！

每天每天，，在菲律宾一栋别墅里在菲律宾一栋别墅里，，2323岁的小丽和老乡阿翔都要打很多电话岁的小丽和老乡阿翔都要打很多电话，，绝大绝大
多数会被人粗暴地挂断多数会被人粗暴地挂断，，偶有愿意听她说下去的偶有愿意听她说下去的，，这就是她的目标这就是她的目标。。

而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南充而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南充，，大二女生小芳不幸成了她的目标大二女生小芳不幸成了她的目标。。
电话里电话里，，她冒充南充公安局的民警她冒充南充公安局的民警，，在阿翔的配合下在阿翔的配合下，，让小芳慢慢相信其涉嫌让小芳慢慢相信其涉嫌

一起拐卖儿童案件一起拐卖儿童案件，，最后通过技术手段将小芳银行卡内的最后通过技术手段将小芳银行卡内的2626万元现金盗走万元现金盗走。。
而这笔钱而这笔钱，，是小芳父亲死亡的抚恤金是小芳父亲死亡的抚恤金。。

这是2017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20岁的小
芳还躺在寝室的床上，她是南充市某高校的大
二学生，难得上午没课，她可以睡个懒觉。

此时，远在菲律宾宿务市的一栋别墅里，
小丽早已坐在那部熟悉的座机前，按照“电脑
手”通过A4纸打印出来的数十个电话号码，依
次拨打。这名来自云南的女孩，比小芳大3岁。
初中辍学后在老家县城一家KTV当服务员。
现在，她的工作是冒充警方，努力让机主“相
信自己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小芳的电话号码就在那张A4纸上。
拨通小芳的电话后，小丽的身份已变成

“南充市公安局民警”，她用一口普通话告诉
小芳，他们接到上海嘉定警方发来的一份公
函，称小芳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要求其配

合南充警方调查。
“女民警”的话让小芳一头雾水。
“麻烦你走到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这边

跟你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小丽建议。
小芳走出寝室，来到宿舍楼的一处拐角。

“你去过上海没？”
“没有。”
“那就怪了，你没去过上海，怎么上海那

边会发公文让我联系你？”
“不可能。”小芳还是一口回绝。
小丽又改口说：“你这个文件是我们队长

收到的，队长不在，晚一点我叫他打给你。”
通话结束的时候，29岁的阿翔就坐在小

丽旁边，他也在忙着按照A4纸上的名单拨打
电话。他明白小丽挂电话前那句话的意思。

很快，阿翔就拨通了小芳的手机，自称是
“南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按照惯例，阿翔核实小芳的身份信息，并
再次重复“你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既然你说不可能，对方（上海警方）公文要
求我们将你带到上海接受调查。”阿翔试图让小
芳相信。“这样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小芳的心里
有些慌张，便让阿翔帮忙转接上海警方。

这个时候，阿翔将手伸向面前的座机，按
了两次“#”号键，小芳的通话随即转到楼上冒
充上海嘉定警方的“二线成员”。

小芳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当天联系到
“上海嘉定警方”后，对方让她到校外开一个
房间通过电话做笔录。

宾馆距学校并不远，前往途中，小芳手机
上曾收到南充警方发来的一条短信，提醒她
可能正在遭受一起电信诈骗……小芳说：“当
时也慌了，没有细看内容。”电话里，民警还提
醒小芳千万不能挂断电话妨碍警方办案，小
芳特地返回寝室拿上了充电宝。

在宾馆里，“上海警方”通过QQ给小芳发
来一个网址。“是一个检察院的网站，上面有我
的照片、身份信息。”让小芳惊讶的是，上面确
实提到自己涉嫌拐卖儿童。这让她当时就确信
自己可能真的被人冒用了身份信息干坏事。

接受电话调查期间，小芳告诉了对方自
己名下的银行卡，其中一张卡里存有20多万
元。对方提醒她这些钱可能是违法所得，需要
暂时冻结。“这笔钱是我父亲的死亡抚恤金。”
小芳说。但是为了证明清白，她依然按照对方
要求，乘车回岳池老家拿上银行卡，然后前往
银行激活网银U盾。

接下来，小芳又按照“民警”的指示，在手
机上下载银行APP，前往网吧打开对方发来的
网址，配合“警方”冻结账户资金。小芳回忆了
一个细节：“当时他让我不要看电脑屏幕，只
是用手按银行U盾的OK键就可以了，当时也
真的是被洗脑了，竟然真的把脸侧向一边。”

事后，小芳发现与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
码变了，而且还新添了两个陌生的号码。

10月25日，岳池县看守所，29岁的阿翔戴
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向记者平静地描述诈骗
小芳的经过。

阿翔也是云南人，和小丽来自同一个县
城。他说，直到当天晚上开会时，才听到“二线
成员”说：“小芳这一单有进（意思是小芳已上
当），有20多万，是其父亲的死亡抚恤金”。

这话让阿翔心里咯噔了一下，一旁的小
丽抱着头趴在桌子上。“我和小丽都觉得小芳
挺可怜的，于是我们就商量，这个钱不能骗，
是人家爸爸死了赔的钱。”阿翔随后上楼去找
公司的负责人：“鹏哥，这单能不能不骗了？”
但遭到拒绝：“现在不关你的事情了。”

“我们也没法告诉她（小芳）。”阿翔说，他
们给每一个“目标”打电话都有录音，旁边还

有“电脑手”监督。“电脑手”除了负责给“一线
成员”发放电话号码单，还负责通过软件将来
电显示号码修改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电话
号码。

几天后，阿翔和小丽分别按照6%和5%的
比例就小芳这一单提成，提成基数为13万元。

“当时心里很难过，觉也睡不着，这笔钱
是她爸爸的死亡抚恤金，很过意不去。”阿翔
说。小丽也感到内疚，“从菲律宾回来后，我也
经常想起这件事情”。

放暑假回到岳池老家后，小芳一直没有
等到警方打电话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大约20
天后，她去银行查询账户情况，发现卡内26万
元已被转走。她意识到被骗，将事情告诉了母
亲，并前往岳池县公安局报案。

10月24日，广安岳池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告
诉记者，今年7月，警方将涉嫌诈骗小芳的诈骗
团伙10名嫌疑人抓获，主要来自云南和广西。

嫌疑人陈某也被关在岳池县看守所。他
是广西人，曾三次去菲律宾从事诈骗活动，主
要负责拨打广西片区的受害人电话，前后共
骗了一二十人。陈某说，去菲律宾之前，他刚
从一家餐饮连锁店的厨师位置辞职3个月，被

“赌球”微信群里的人介绍到菲律宾去，说是
“做家具生意”，底薪5000元，包吃住。

和阿翔一样，陈某乘飞机到达宿务的时
候是晚上，由公司派车直接送到别墅。到了之
后才知道即将从事的是电信诈骗活动，但是
手机和护照已被收走了。陈某说，所有的新加
入成员，都是从熟悉“剧本”开始，谎称对方在
上海涉嫌拐卖儿童案件。然后再到“一线”当
话务员拨电话实施诈骗。

小丽说，作为“一线话务员”，平均每天要打
约300个电话。小芳是她诈骗成功的第二个对
象，第一个也是一名大学生，但只有1万多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诈骗案中，充当“一
线成员”都是大陆人，负责骗取目标对象的信
任；“二线”和“三线”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负
责冒充上海警方获取更多信息，然后通过技术
手段来骗取目标对象的钱财。目前抓获的10名
嫌疑人均是“一线成员”。警方已锁定该团伙几
个幕后成员，正在择机进行抓捕。

小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母亲没有就这
件事责怪自己，但她能感觉到母亲很伤心。小
芳的母亲在岳池县城当清洁工，每月工资
1000多元。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自己平时
除了勤工俭学外，还会做兼职赚钱。

听说案件已侦破，小芳希望让嫌疑人得
到法律的制裁，更希望能挽回一些损失。

看守所独家对话电信诈骗嫌犯：
得知骗的是抚恤金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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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翔拨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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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警 大 队 大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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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信息，并再次重
复“你涉嫌一起拐
卖儿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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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个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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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手段来
骗取目标对象的
钱财

骗成功之后
我瞌睡都睡不着
心里很过意不去

成都商报：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菲律宾，收入是怎么算的？
阿翔：去了两次，2016年去了一次，当时跟父亲吵架，

同学介绍过去的，待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2017年夏天，
诈骗小芳就是这一次。5000元底薪，然后按照5%的比例提
成，后来涨到6%。

成都商报：一共骗了几单？小芳这一单骗了多少钱？
阿翔：骗了两单，小芳这一单有26万元。当时二线的

人来说小芳有钱，20多万，她爸爸死了赔偿的抚恤金。当
时，我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就跟小丽商量，说不骗这
个钱，小丽也同意。我就去找三线的人（公司的管理人），
说可不可以不骗这笔钱，他说这个钱不关我的事，还吼
我，让我出去。

成都商报：为什么不愿意骗小芳的钱？
阿翔：她是单亲家庭，被骗的钱也是她父亲的抚恤

金，很可怜。
成都商报：有想过其他办法告诉小芳吗？
阿翔：我们打电话都有录音，而且有“电脑手”在面前

监督。骗成功之后，我瞌睡都睡不着，心里很过意不去。

网上赌球输了六七万
微信群里有人推荐去菲律宾

说是“卖家具”
成都商报：当初为什么去菲律宾？
陈某：在网上赌球输了六七万，（赌球）微信群里有个

人知道我欠了钱，就喊我去菲律宾，说是卖家具，去了才
晓得是电信诈骗。

成都商报：有想过离开吗？
陈某：去了之后，手机和护照都被收掉了，没法出去。
成都商报：听说你后来回来了，为何还要去？
陈某：一般三个月左右护照到期就要回来，但是回来

的时候，（部分）薪水会被公司压着，钱花完了，也不知道
干什么，就又去了，想着还有薪水被压着。

成都商报：在那边的工作日常是怎么样的？
陈某：就是住别墅里面，吃饭有保姆叫，7点半起床，8

点上班，11点半吃饭，之后又继续上班。晚上台湾的老板
要开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比大陆真正公安的薪水还
要高。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好）行为，监控都看得到的。

成都商报：之前干过什么工作？家里人知道你电信诈
骗的事情吗？

陈某：我原来开过烧烤摊，做过水电工，维修电器，最
后在一家连锁餐饮店当厨师，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家里
老父亲73岁了，我给他说我在菲律宾打黑工，他也没有多
问。现在我被抓了，希望他保重身体，我也会好好改造。

汤志斌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对话阿翔

对话陈某

成员都是大陆人，被限制在菲律
宾一栋别墅内作案。每人手里有一个
同样的电话“剧本”——谎称对方在上
海涉嫌拐卖儿童案件。“电脑手”用A4
纸打印出电话号码发给他们，每天要
打约300个电话，每个电话都有录音。
“电脑手”还负责通过软件将来电显示
号码修改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电话
号码。目标锁定后，就转入二线。

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负责冒充
上海警方获取更多信息。

成员基本上是台湾人，通过技术
手段来骗取目标对象的钱财。让被害
人去银行存钱到指定账户；如果钱多，
会让被害人去银行办网银和U盾，然
后通过技术手段将被害人银行账户内
的钱转入公司账号。

电信诈骗链条

二线

三线

我是南充市公安局民警
我们接到上海嘉定警方发来的公函
说你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
请配合警方调查”

诈
骗
剧
本

“ 涉 嫌 拐 卖 儿 童 案 件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291期开奖结果：
93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8125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1 32 03 14
10 15，蓝色球号码：02。（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排列3第18291期全国销售
14077730元。开奖号码：639。直选
全国中奖4879（四川307）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4792（四
川 1228）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2311894.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291期全国销售
10360182元。开奖号码：63986，一
等奖59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41208652.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24日)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137期：01133001133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负第18142期：101133000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147期：2101032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8137期：01133001133310

体
彩

足
彩

目标

狩猎

纠结

团伙

嫌疑人阿翔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