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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46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49岁 1.72 离独 自己公司 别墅 车 随和
男 50岁 1.73 离独 公务员 孩子在国外 有车房 素质高
女 39岁 1.65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3 未 上市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2岁 1.62 离独 公务员 有车房 文静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13个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专业红娘服务团队

特特
点点

★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牵
爱

顺喜搬
家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1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301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18252501888 13776936678微信
电话

居家服务
预约优惠 送货上门
13861905529 18362140578

蔬菜、水果零售

晚报讯 因不满执行法官对其
岳父的法律释明，案外人许某竟对
法官出言不逊，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时间长达六分多钟。18日，如皋市
人民法院依法对许某作出罚款1万
元的处罚决定。被执行人秦某闻讯
主动履行了剩余的赔偿款，这场久
拖未决的执行案件当场执结完毕。

2017年 12月，张某接受秦某
的雇请，为陆某提供劳务期间受
伤。后经鉴定，张某构成十级伤
残。治疗终结后，张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秦某、陆某赔偿损失。法院经
审理认为，秦某作为雇主，对雇员负
有安全管理义务，其在组织张某等
人进行施工作业时，未尽到足够的
案件防护和管理义务，对安全隐患
疏忽大意，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秦某并
不具备相应建筑施工资质，陆某存

在选任过失，亦应当承担10%赔偿
责任。据此，法院判决秦某赔偿12
万余元，减去其已给付的5万元，尚
应赔偿张某6万余元，同时判决陆
某赔偿2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秦某、陆某均未履
行赔偿义务。今年1月，张某向如
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随后的执
行中，陆某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但
秦某只履行了3万元，尚余3.7万余
元未履行。

5月13日，执行法官组织双方
到法院进行和解，但双方未能达成
和解协议。执行法官遂向秦某释
明，如果不继续履行法律义务，法院
将会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如
构成拒执罪，还将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秦某当时表示会配合法院执
行，但在第二天晚上八点多时，执行

法官接到了秦某的女婿许某打来的
电话。电话里，许某厉声质问法官，
为什么要向其岳父告知不履行的法
律后果。长达6分多钟的电话录音
中可以听到，许某对法官多次出言
不逊，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挂完电
话，法官立即向执行局做了汇报。

5月18日凌晨5时30分，如皋
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马跃带队直奔许
某住所，并将其带至法院。面对法
官，许某终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
重性，主动向执行法官赔礼道歉，并
写下悔过书。鉴于许某已经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且真诚悔过，法院决定
不对许某实施强制拘留措施，仅对
其罚款1万元。

随后，许某的岳父秦某也闻讯
而来，一次性履行了剩余款项，案子
当场执结完毕。
通讯员钱柳琦 古林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一位七旬老人在
10天里，因违章驾驶非机动车接
连发生两起交通事故，不仅蒙受
了经济损失，还给自己带来身体
上的伤痛和生活上的不便。记者
18日从通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该院审理了老人赵某短期内连续
发生的这两起交通事故。

2019年4月，赵某骑电动自
行车载着老伴儿在路上由北向南
行驶时，与由西向东行驶的一辆
汽车发生碰撞。虽然赵某在本次
交通事故中未有任何损伤，该起
事故造成赵某的老伴儿右大腿下
段粉碎性骨折、右脚背软组织挫
裂，仅医疗费就需5万余元。而在
这起事故中，赵某违反了“在没有
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十字路口，
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的规定。

这次事故，并没有让赵某从
中吸取教训。事故发生后的第9

天，他再次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当
他由南向北行至一个没有信号灯的
十字路口，在左拐时“抄近路”拐小
弯行驶到了对向车道，与由北向南
行驶的一辆汽车发生碰撞。经认
定，赵某违反了非机动车右侧通行
的规定。

第二次，赵某就没有那么“幸
运”了，事故造成他的左大腿中段粉
碎性骨折、左小腿粉碎性骨折，医疗
费需7万余元。这两起事故后，他
跟老伴儿的腿部均被植入钢板，有
待二次手术。

通州区法院审理认为，两起交
通事故中的机动车驾驶员均存在疏
忽大意的过失，驾驶员李某、王某应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考虑到两
起交通事故中，赵某均存在未规范
骑行、遵章守则的行为，赵某也应承
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通讯员张谊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身为专职司机，理
应比普通驾驶人更加严格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家住通州区金
沙街道的司机张某却饮酒后开起
了小车，当发现交警后甚至弃车
逃跑，但一切为时晚矣。

今年46岁的张某是某运输
企业的专职挂车司机，持有A2
型驾驶证。18日晚，张某和几个
朋友在通州汽车站附近的小吃一
条街上小聚，期间喝了大约二两
白酒外加一瓶啤酒。酣畅淋漓
后，张某全然忘了自己的职业，开
着小车就朝着回家的方向驶去。
晚9点左右，当张某驾车由北向

南行驶到金沙街道虹西巷内时，猛
然发现前方有交警检查。酒后心虚
的他立即弃车逃跑，最终因体力不
支被赶来的民警抓获。经呼气检
测，张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64毫
克/100毫升，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标准。

19日，张某依法被处以暂扣机
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1000
元，而他的A2型驾驶证也因一次
性被记12分遭到降级，这就意味着
他不能再继续驾驶挂车。因为自己
的一念之差而丢了工作，张某再怎
么后悔都来不及了。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沈罡

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
下，如皋的无业女子朱某虚构还信
用卡、网贷、车贷、高利贷和他人欠
款，以及被高利贷人控制、强制灌毒
等事实，骗被害人通过现金支付、微
信、支付宝和银行卡转账共计近
265万元，并将赃款全部挥霍于赌
博、请客、旅游等。

18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此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
定。朱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30万元。
陌陌上借钱搭救“割腕”女子

2019年1月初，李某在手机软
件陌陌上认识了如皋女子朱某。他
见朱某在“陌陌”上发了一条状态，
问“哪个人能借点钱给我”，还发了
一个自己割手腕的视频，便赶紧添
加对方为微信好友，询问怎么回
事。朱某说，她欠了7万多元高利
贷，现在被他们逼债，走投无路不想
活了。随后，朱某试探性地问李某
能不能借她两万以解燃眉之急。李
某便向朱某转账2万元。

两人认识后，朱某没几天再次
开口借钱，说自己需要1.8万元钱
还网贷。随后，两人在线下碰头，李
某给了她8000元现金，又用支付宝
向她转了1万元。次日，朱某又说
少七八万元还网贷，李某连续三天
共向其转账10.3万元。

1月25日，朱某跟李某说，有
个债主在她超市门口转，要逮她。
李某又向其转账 2.8 万元。没两
天，朱某又说，她弟弟用“借呗”帮她
借了约六万元，现在弟弟马上要结
婚，问自己要钱。李某又先后向她
转账6万元“救急”。

1月30日，朱某又出新的“幺
蛾子”。她称，自己老公嫖娼，她气
不过，用老公的车子在南通抵押借
了一笔贷款。现在车子被扣，债主
来找她，威胁她若是不还钱就要到
她家里去要钱。听闻朱某的遭遇，
李某又转了5.5万元给她。

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借出去
近30万元，李某也问过朱某打算怎
么来还钱。朱某表示，自己姑丈有
把柄在她手上，她跟着姑丈出去做
生意，过几年就能把钱还上。
自称被债主控制其实人在网吧

2019年2月上旬，朱某让李某
再借五万元钱给她。李某照办，悉
数转到了她的银行卡上。此后一直
到同年5月初，朱某都以借网贷、借
朋友的钱需要还钱等理由数次找李
某借钱。

随着借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朱某编造的理由也越来越离谱。除
了说自己被债主带走、被人控制，她
还说那些人逼她吸毒，要带她去安
徽、浙江、云南、海南等地卖淫、贩毒
还钱。

2019年5月6日，朱某说还欠
五万五千元钱，把钱还了之后，她就
能出来。李某发现不对劲，表示自
己要当面帮她把钱还给放高利贷的
人。朱某让李某把钱直接打给她，
李某没有同意。

两天后，越想越不对劲的李某
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录
像发现，朱某当天从凌晨一点多到
三点多一直在网吧上网，根本不曾
被人控制，其行动自如。

事情败露后，朱某投案自首，并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借款赌博挥霍还请朋友一起玩
时年27岁的朱某是如皋丁堰

人，中专文化，无业。
据朱某供述，2018年9月底，其

在网站上看到某棋牌网站的推广信
息。因为家里为其借了几十万，她
就想到从赌博软件里赢点钱还债。
因为身上没有钱，她就向原在超市
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借了3000元钱，
结果输光了。此后，她办了信用卡，
借了3000元钱，用拆东墙补西墙的
方式把钱还给了同事。后来其继续
向同事借了几千元钱，也全部输掉
了。

同年10月，她在陌陌上发了一
条状态，问“能不能有谁借钱给
我”。一个姓丁的男子看到后与她
联系。她以要还高利贷为由向对方
借了约九万元，并打了借条给丁
某。同年12月，她又以同样的方式
向另一名陌陌好友借了四五万元。
借来的钱，都被朱某在赌博上挥霍
一空。

在被朱某所骗的受害人中，李
某堪称是最“大方”的一位。2019
年1月18日至5月6日，其通过现
金支付、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共向
其转账70次，共计264万余元。

李某借给朱某的钱，一部分被
其用来赌博。公安部门调取数据发
现，她曾通过支付宝在赌博软件上
分别充值13万元、23.6万余元。

拿着骗来的钱，朱某在挥霍时
出手十分阔绰。她原来在超市上
班，辞职后经常喊昔日同事去酒吧
玩，还自掏腰包请同事、朋友吃饭旅
游。 本报记者王玮丽

本报通讯员丁冬兰 古林

六分多钟电话里多次污言秽语辱骂法官

女婿替岳父出气被罚万元

谎称被逼债，三个多月从网友处“借”走260多万

无业女子犯诈骗罪领刑11年

七旬老人违章驾驶
十天内连遭两起事故

路遇检查弃车逃跑
专职司机酒驾丢工作

近日，南通
海警局在启东连
兴港附近海域查
获一起涉嫌走私
成品油案，查扣
涉嫌走私成品油
船三艘、涉案成
品油 800 余吨，
抓获涉案人员
13 名。图为查
获的走私船。

丁小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