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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了6人 六合破获“地磅遥控”盗窃案
近日，六合警方破获了一起“地磅遥控”

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涉案金额
37.5万余元。

8月30日，六合公安分局110接警中心
接到高先生报警,称在瓜埠台某工地被人偷
转了地磅感应器，造成上百万的损失，需要
民警处理。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
场。据报警人高某某反映，8月13日以来，
案犯在向南京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购买拖
运废钢过程中，雇用货车至六合区雄州街道
一化纤公司拖运废钢并进行称重时，在地磅
显示器内安装疑似信号接收器，并人为篡改
地磅显示器数值，导致货车称重显示结果比
实际少5吨，导致前后一共拖运了18趟货
车，共少计算约90吨废钢，逃避支付货款金
额约4万元。了解详细情况后，六合警方立

即立案并展开调查。
3个月时间，刑警大队民警苏连东等人

先后奔赴镇江、苏州、台州等地通过开展相关
工作，成功掌握了周某某等6人在镇江、六合
两地，私自安装“地磅遥控”进行盗窃的犯罪
事实并锁定6人最终落脚点。9月1日至12
月4日期间，六合警方先后将6人抓获，并查
实涉案金额37.5万余元。

据办案民警透露，今年7月，嫌疑人周某
某认为正常做废铁生意挣不到钱，安装“地磅
遥控”器（作弊遥控器）之后可以挣得多一些，
于是便想在对方称重的地磅上安装作弊遥控
器，从而可操控对方的称重重量。为了尽快
打开“创业”局面，周某某联系到自己购买过
地磅和电子秤的老板许某某，让其联系人员
一起干活。许某某接单后，便喊上了自己的

微信好友王某某来帮忙。于是，他们通过周
某某发来的定位，从苏州赶到镇江。当天晚
上两人一个放风、一个悄悄进入一家能源发
电厂厂里秘密安装了作弊器。而周某某则于
次日拿着遥控手柄到厂里测试，确保安装成
功后，才将安装费、路费转给许某某和王某
某。经过三人的一番诡计，使每车几十吨的
的废钢材在磅秤上大幅“瘦身”，每辆货车废
钢称重显示结果比实际数值少1-5吨，这样
不但不易被察觉，还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利
润。据警方调查并统计，周某某通过偷偷装
上“地磅遥控”器后，导致该厂损失金额约
241096元，涉案60车次。

多次得手成功后，周某某认为这个法
子很好用，并且发现这种手段难以被人察
觉，他们就越来越贪心，在秤上短缺的重量

也越来越离谱。
8月上旬的一天，嫌疑人周某某接到南

京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售卖废铁的单子，于
是他又故伎重施。在这期间，他又找到许某
某，而许某某将这门“生意”推荐给了六合的
吴某某。吴某某又拉来自己的小舅子和朋友
任某某、韩某某组团一起干，三人分别两次秘
密成功安装了作弊器，导致每车次货车废钢
称重显示结果比实际数值少1-5吨，涉案20
车次，涉案金额约134357元。

警方在抓获许某某和吴某某后，在吴某
某的家中搜到了大量从网上购买的“地磅遥
控”器，并现场进行了收缴。

目前，周某某等人因涉嫌盗窃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通讯员 六公宣

12月16日，淳化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
王先生报警,称自己遭到匡某诈骗。王先
生反映，匡某经常到他开的面馆吃面，在闲
聊中王先生曾提及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
纪，正为入学的事发愁，2019年6月份，匡
某找到王先生，称有门路可以帮王先生儿子
进入一所公办幼儿园，但需要缴纳6000元
入学费用。王先生信以为真，便向匡某转账
6000元。2019年8月，王先生向匡某询
问入学事宜，匡某以学校近期管得严为理由
推搪，称2020年一定可以入学。2020年
6月，王先生侄子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王先生找到匡某，拜托其帮助侄子入学。匡

某满口答应，又向王先生索要入学费用
6000元。今年8月，王先生无法联系上匡
某时，才意识到被骗，向淳化派出所报警。

接报后，淳化派出所立即将匡某传唤至
派出所。经讯问，匡某交代，她不想工作，平
时花钱又大手大脚欠了不少外债，在得知王
先生急于让儿子入学后，遂起歹念，谎称她
有门路可以让王先生儿子入学，以此诈骗王
先生钱财。得手后，匡某将一部分钱用来还
债，其余部分用以挥霍。

目前，匡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
诈骗所得钱财已被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通讯员 潘冉东

谎称有门路办理入学 女子诈骗被抓

12月28日晚，滨江派出所接到市民
吴女士（化名）报警，称她投资了“男朋友”
推荐的虚拟货币后，发现投资的4万余元
无法取出，“男朋友”也不见了踪迹。

经了解，今年11月份，吴女士在一个
相亲群中添加了一名网友，这名网友自称
在上海金融行业工作。通过平时的聊天
和翻阅对方的朋友圈，吴女士觉得这名
网友阳光帅气、事业有成，对自己还温柔
体贴，便逐渐对他放下了警惕，很快两人
发展成了情侣。

但交往一个多月期间，“男友”时常有
意无意地向吴女士提起自己业余会投资
虚拟货币赚零花钱，也鼓励吴女士一起投
资虚拟货币，称可以帮其赚点零花钱。起
初，吴女士也对男友的话半信半疑，但是
碍于男友的面子，吴女士还是相信了他并
在其指导下下载了一款APP，并在APP
内购买了1000元的虚拟货币，事后也成

功拿回了1300元本金加利息。看到简
单操作就能快速获得高收益，吴女士不禁
动了心，并逐次点击“男朋友”发送的链接
下载了多个投资虚拟货币的APP，并累
计投资了近5万余元。其间，吴女士也曾
经产生疑虑，询问“男友”会不会欺骗她，
“男朋友”却坚称“不会骗这种小钱”，甚至
还删除了胡女士微信以证清白，加上当时
吴女士投资的钱确实能正常取出，便对
“男朋友”的话深信不疑。

但很快，吴女士听从“男朋友”的话将
投资的钱全部转到另一APP进行新的投
资后，过了几天，吴女士发现钱没有办法
正常取出，之前投资用的APP也无法打
开。她连忙联系“男友”询问情况，却发现
那个曾经温柔又有才的“男友”早已销声
匿迹，不再回复她的消息。此时吴女士才
发现被骗了，赶紧报了警。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国武

以为遇到真爱 女子陷入“杀猪盘”被骗4万

12月11日傍晚5点多钟，秦淮区某
日料店工作人员小张来到夫子庙派出所前
台报警，称其当天在工作的时候遭遇了诈
骗，被人骗了450多元。

小张告诉民警，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
店铺还在做营业前准备工作，自己正在前
台值班，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
对方要预订一个可以坐14人的大包间。
差不多晚上7点钟到店，这名男子电话告
诉小张，自己有预约到付鲜花送到店内，麻
烦小张帮忙接收一下。

随后，小张按照该男子的请求，添加了
一位“花店老板”的微信账号。添加好友完

成后，该“花店老板”给小张发来了一个收
款码，告诉小张一会送到店铺的鲜花需要
先把费用结算一下，才可以正常配送。

考虑到对方已经正常预订了一个14
人的包间，并且一会就要过来了，没想太多
的小张，立即给该“花店老板”转过去450
元。不料，没过一会，就在小张准备询问对
方什么时间可以将鲜花送到店内的时候，
才发现该“花店老板”已经将小张的微信给
拉黑了。

意识到可能遭遇了骗局之后，小张立
即来到夫子庙派出所报警求助。

通讯员 秦公轩

客人让帮代收到付鲜花 这是骗局

最近，家住栖霞的小王打算在二手交易
平台上买部手机，逛了了几天后，终于发现
一部成色很新的某品牌手机，售价便宜很合
小王心意。小王联系卖家表示想要购买，可
卖家却提出了购买要求：因急用钱低价出售
手机，购买者必须先私下转账460元。因为
手机价格便宜，小王抵不住诱惑，不假思索私
下转给对方460元后便下了单。

第二天 ，小王打开平台查询订单物流

信息，却发现手机卖家竟然被平台查封了，
通过平台支付的500元也退回到小王账户
内。随后，卖家竟不依不饶，让小王继续支
付尾款500元。发现卖家被查封的小王意
识到不对，拒绝支付500元尾款。几天后，
小王收到了包裹，打开后却发现居然是个
空盒子。意识到被骗的小王立刻拨打了报
警电话。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中。 通讯员 栖公宣

“捡漏”买手机，不料却被骗

近期出现了不少通过网络购买汽车
票、飞机票被骗的案件，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注意。

12月 17日，龙池派出所接到市民
吴女士报警，称其在网上订机票被骗
了13700元。

原来，吴女士的丈夫张先生在柬埔寨
工作，想要回老家过年。张先生平时忙于工
作无暇抢订机票，于是将票务小李的微信推
送给其妻子吴女士。微信中，小李热情接待
了吴女士，表示能买到吴女士所需要的机
票，为了不耽误出票时间，希望吴女士先支
付13700元的机票款。吴女士立即向对方
提供的银行账号汇了13700元。次日，吴
女士联系小李询问出票进展，但对方已将其
和丈夫拉黑。此时，吴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
了。吴女士告诉民警，之前丈夫张先生在小
李帮助下成功代买过机票，所以这次才毫无
防备。目前，六合警方已对此事进行立案侦
查，相关工作还在进一步开展之中。

而12月14日下午，王先生打开手机

订购回老家的汽车票。可谁知，手机上的
灰色字却让他的心凉了半截：回家的汽车
票售罄了！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先生决定
上网找找办法，通过某网站电话联系到卖
票的小顾，这让王先生有了回家的“希望”，
但同时也让王先生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随即，王先生通过微信加了小顾为好
友。当小顾询问王先生是否需要代购车
票时，王先生立即表示自己需要一张由南
京出发到连云港的车票。小顾当即表示
没有问题，并叫王先生提供其证件号、姓
名、所乘坐的车次和日期。王先生将自己
的信息发了过去，没多久便收到消息，称
已经刷到票了，不过需要先支付车票120
元。王先生当即向对方微信转去 120
元。没一会儿，对方表示已收到钱，马上
为王先生处理车票。可是，当王先生正准
备表示谢意时，微信上却显示自己已被对
方删除好友。这下，王先生才意识到上当
了，马上到龙池派出所报警。

通讯员 六公宣

网上买票请多留个心眼 多人网购被骗

近日，瑞福派出所接到市民孟先生报
警,称有骗子通过家长群，以疫情期间加强
防护为由收费，骗取其1580元。

经了解，12月27日当天，孟先生在家里
浏览手机的时候，发现在孩子幼儿园的家长群
里面“陈老师”发布了一个关于疫情加强防护收
费通知，要求家长们学校要收取1580元的费
用，通知里面还有一个转账的账号。接到通知

后，有很多家长陆续转账成功，并把转账截图发
在了群里，于是孟先生不假思索地转账了。直
到有认识陈老师的家长给陈老师打电话过去
咨询，方知大家都被这个“陈老师”骗了，群里出
现了两个“陈老师”，原来骗子假用真的陈老师
的头像在群里发布的消息。后陆陆续续多名
家长前来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骗，目前，该案件
正在调查中。 通讯员 栖公宣

骗子冒充老师收费 多名家长被骗

12月8日深夜两点，栖霞瑞福派出所民
警接到群众高女士的报警电话,称自己在网
上找“定位寻人”的软件，被骗了6400元。

据了解，今年12月17日，高女士因为
朋友一直不还钱还联系不到，等着钱用的她
于是想到在网上下载一个定位软件，看看可
不可以找到朋友，追回欠款。于是高女士通
过搜索关键字“定位找人”找到了一个网址，
后通过网址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一个自称
是“客服”的人，在聊天过程中，“客服”称公
司的软件可以追踪到人的行踪，但是下载软
件使用需要缴纳2800元的费用。

高女士先是有点犹豫，但是当“客服”准确
报出高女士所在地点的时候，高女士立马打消
了顾虑。经过一番讲价，最终以2400元成
交。高女士便通过支付宝把钱转到了对方提
供的银行卡账号里，转完钱后，“客服”给高女士
发来一个二维码，让高女士扫码并安装。高女
士扫码后，显示的是一个名叫“北斗侦探”的软

件，安装过程中提示要其输入激活码，高女士便
联系“客服”，“客服”说这是正版的软件，还要再
充值4000元才可以正常使用。

急于找到欠债者的高女士不假思索，心
想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之前都已经转了那么
多钱，现在不转的话等于前面的钱白花了，
咬一咬牙再次相信了“客服”说的话，并将
4000元通过支付宝再次转到对方第一次
提供的银行账户上了，转完后，“客服”给了
高女士激活码，高女士输入激活码后，软件
显示可以使用了，而且功能比较多，在“客
服”的指导下，高女士选择进行查询，结果却
显示需要购买授权码。高女士再次联系“客
服”，“客服”说高女士进入的是精确追踪系
统，需要交6800元才可以。这下高女士感
觉不对劲了，然后跟“客服”要求退钱，结果
“客服”直接拉黑了高女士。高女士方才意
识到被骗，于是立马报警。目前，该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查中。 通讯员 栖公宣

女子购软件“找朋友”，定位不成反被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