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南通新闻/热线 编辑：王翔 组版：毛正华 校对：李婧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晚报讯 昨天，市公安局对外通
报“蓝剑1号”专项打击行动战果：
行动中共破获相关刑事案件2857
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696名，
查扣假劣防疫用品99.3万只，缴获
枪支77支，查扣黑恶资产3.43亿
元，止付冻结通讯网络诈骗资金
3.56亿元，挽回企业经济损失1.24
亿元。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
罪，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
题。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署，结合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重点工作，今
年3月至5月，全市公安机关开展
了为期3个月的“蓝剑1号”专项打
击行动，紧盯妨害疫情防控、损害企
业权益、危害安全生产、侵害民生利
益等“四害”，扎实开展系列专项打
击攻势。行动中，市、县两级公安机
关均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强化相关警种部门的协作，
合成攻坚。

3月31日至4月2日，在前期
梳理出206条线索的基础上，市公
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天的
集中抓捕行动，共出动156个抓捕
小组，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234名，
破案188起，扣押赃款846万元。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综合运用卡
口迁移、路面巡查、集中整治等措
施，围绕酒驾毒驾、客货车超载、非
法改装等违法犯罪出重拳，共破获
交通类刑事案件478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482名，查处酒驾毒驾2784
起，客车货车超载6857起。

5月14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会同网安支队、海安市公安局等单
位，破获一起特大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案，捣毁窝点两个，查扣假
冒商品1000余件，案值500余万

元。5月，全市公安还启动防范通
讯网络诈骗集中宣传月活动，呼吁
广大市民争做“防诈达人”，行动期
间共止付冻结通讯网络诈骗资金
3.56亿元。

行动中，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
队通过联合检查、网上巡查等，共侦
办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59起，制
售假劣劳护用品案件14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95名，查扣假劣防疫用品
99.3万只。

“充分发挥‘大数据+网格化+
铁脚板’机制，做好夏季社会治安防
范工作。”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兵说，
全市公安机关将主动融入“六稳”

“六保”工作大局，做好战疫情、防风
险、保稳定、护安全等各项工作，最
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为南通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
境。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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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公寓11/13 3/2 145.69m2 精装 汽车位另算 362.8万
佳成花苑5/6 2/2 95m2 精装 车库13.7m2 178万
健康公寓6/6 楼中楼 19m2/108m2 楼上实用面积70m2中装 车库10.5m2 328万
姚港路22号3/6 3/阳 125m2 车库15m2中装 170万
外滩花苑2/16 3/1 115m2车库17.4m2 阳光好 198万
万濠华府底/19 3/1 157m2大花园 地暖 豪装 410万
黎明花园2/车 3/阳 134m2 精装 南汽车库 22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白家园（二附、启秀学区） 4/6 2/1 62m2 装潢 空学位 255万
中南世纪花城（一期）（一附一中学区）5/电 4/阳光厅 153m2 +车位 空学位 388万
郭里园新村（学区房） 7/7 2.5/1 77m2装潢 位置佳 152万
城市之光 14/电 4/2/2 142m2 精装潢 350万
时代悦城 9/电 3/阳光厅/2 142m2 有车位 新坯房 350万
城山隐洋楼 3/6/电2/阳光厅 100m2 有车位 新坯房 338万
学士府 2/电 3/1 123m2+11m2车库 220万
健康公寓车库 31.3m2 26.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3962944561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星通花园 4/6 三室二厅 122m2 车库8m2 豪装 179.8万
亚太苑大厦 6/ 办公楼 778m2 出租35元/m2 28000元/月
天龙逸园 11/ 三室二厅 113.8m2 车库12m2 豪装 328万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47.8m2 带地下 毛坯 有电梯 799万
九玺台 17/18三室阳光厅 143m2 精装 1个汽车位 420万净得
虹桥新西村 6/6 楼中楼 81m2+55m2 车库8m2中装 第一排 景观房 142万
苏建花园城 16/16楼中楼 143m2+138m2 汽车库28m2 车库15m2 豪装 328万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62-副2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锦安花园 2/电 123m2 3-2 精装 南车库24m2 258万
光明新村 2楼 64.5m2 2-1 毛坯 空学位 122.8万
光明东村 5/7 79m2 2-1 简装 空学位 122万
姚港路2号 4楼 77m2 2-1 中装 车库6m2空学位150万
万达华府 7/电 107m2 3-2 全新精装 满二 235万
华强城 中层 74m2 2-2 精装 170万
德民花苑 2/6 125m2 3-2 简装 南车库15m2 202.8万

未来锦城10/18层2室2厅84m2精装【送9m2】 180万
新桥新村1/5层42.4m2毛坯建2间【可以开店】 70.8万
新龙花苑3/6层3室阳光厅2卫中档装潢134m2车库8m2198.8万
鑫乾花园1/6层3室L厅1卫130m2精装南车库30m2 300万
新桥新村车库店面房21.68m2【有卫生间】 38.8万急卖
中海铂樾府7/8层210m2纯毛坯 700万净【车位另算】
永和佳苑6/6层52/98m2品牌精装南车库9m2 180万
银花苑5/6层2室一厅69.5m2精装大厨房 239.8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中天福邸3幢103号
18912291839 13914399551

万科白鹭郡双拼 165m2 565万
郭里园 1Ｆ 78.4m2/车库20m2 可开店 198万
北郭东村 50m2/88m2 毛坯房 168万
南园 5Ｆ 79m2 268万
华威园 6Ｆ 48m2 125万
北濠东村 2Ｆ 85.9m2 169.8万
将军园 3Ｆ 49m2 72.6万
濠东路87# 1Ｆ 122.35m2 商铺 368万

光明东村1/车 3-2-1 126m2 车15m2精装 启秀空学位 阳光好 236万
光明东村5/7 3-1-1 79m2 简装 启秀空学位 128万
光明东村4/6 1-1-1 48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02.8万
学田苑 3/6 2-1-1 67.5m2 中装 三中空学位 143.8万
濠河经典苑X/电 2.5-1-1 115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353.8万
民政新村3/4 2-1-1 52m2精装 二附启秀双学位 205万
颐景苑12/电 3-1-1 115m2毛坯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258.8万

金鼎湾中上层/电梯 建185m2+汽车位 精装 470万净 无大税
佳期漫带电梯洋房6楼中楼 建194m2 精装 400万净
森大蒂 5/车 3-2-2 116m2 精装修汽车库24m2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 300万
八仙花苑4/6楼建 130m2+大小车库 中装 280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白家园纯底层建63.15m2 简装 有院子空学位 236万可议
吴中豪景华庭电梯中层 精装修很好 房东诚心出售 100m2 22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文峰干休所2/6楼 建66m2中装 208万净

顺和房产
新建新村 66m2 启秀学区 中高层 全天采光 房东非常诚心 随时看房 126万
南山国际 129m2 精装修四房 没有大税 南北通透 诚售 238万
静海府 115m2 高端低密度小区 精装3房 南北通透 230万
中海碧林湾 98m2 送车位 南北通透 开发商精装3房 220万
华强城 74m2 毛坯两居 满二无大税 随时看房 160万
朝阳花苑 76m2 带车位 满两年 精装修 房东诚售 165万
华润橡树湾 131m2 满两年 可观长江 狼山 有钥匙随时看房 222万
世茂公园 89.66m2 1楼带院子 精装三房 采光视野不挡 正常首付 172.8万
中南世纪城 119.47m2 南北通透 小区前排 采光无遮挡 120万
玉兰公寓 91.47m2 精装两房 南北通透 一附一中 视野采光好 329万
雅居乐 127m2 东首户大3房 开发商精装 带阳台 诚售 215万
濠河经典苑 98m2 濠河边 前排 中间楼层 启秀空学位 急售 298万
碧桂园 97m2 精装大3房 南北通透 诚售 价可谈 185万
骏和棕榈湾 86m2 中间楼层 全天采光 精装满2 诚售 价可小议 193万
水清木华 344.92m2 联排别墅 前后花园 送产权车位 有电梯 988万
顺发御园 262m2 内边套有侧院 有露台 800万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

中南世纪城5号楼101
18662825769

晚报讯 一名男子在酒店为
女儿庆生后，酒驾小轿车载着一
车人返回途中，酿成单方事故，车
辆被撞报废。事故发生后，想逃
避酒驾处罚的男子请妹妹顶包，
自己弃车离开。6月15日，据海
门正余派出所交警中队办案民警
介绍，涉嫌酒驾，发生交通事故逃
逸的男子胡某被警方给予罚款
3000元，记24分处罚。

据介绍，6月5日23时30分
许，正余交警中队接到报警，省道
335线正余镇区地段发生一起单
方事故。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至
现场处置。借着路灯，民警发现
一辆已被撞得面目全非，严重变
形的小轿车翻倒在公路边，现场
一片狼藉。此外，路上还站着一
名男子和两名女子，以及3名小
孩。见民警赶到，一名30岁左右
的女子称自己姓胡，因驾车避让
电动车，才造成事故的。询问中，
民警发现胡某眼神闪烁，心神不

定。感到怀疑的民警在勘查现场，
清理事故现场的同时，将胡某带至
中队调查。

经政策教育和法律攻心，次日
凌晨时分，胡某交代了替哥哥胡某
某顶包的违法事实。原来，事发前，
胡某某夫妻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包场
镇的一家酒店，为9岁的大女儿过
生日，同去的还有胡某某的妹妹、妹
夫及一个女儿。席间，胡某某喝了
酒。酒足饭饱后，由胡某某驾车载
着两家人返回。就在他们由东向
西行至事故地段，避让一辆电动车
时，车辆失控，小轿车在连翻两个
跟斗后，翻倒在路边。事故发生
后，受了皮外伤的胡某某想到自己
喝了酒，便让有驾驶证的妹妹顶
包，自己则离开现场去医院疗伤。
根据胡某的交代，民警立即赶到医
院，找到了胡某某。经呼气，胡某
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44毫克，达到酒驾标准。

龙水

晚报讯 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一个家
住上海，另一个常年在北京务工，
为了几千元的赔偿问题要往返事
发地南通打官司，往来奔波疲惫
不堪。记者15日从港闸区人民
法院了解到，该院唐闸法庭法官
通过“微信群聊”，成功调解了这
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免去了当
事人异地诉讼之苦。

武某家住上海杨浦区。去
年 10月，他驾车途经沈海高速
南通段时，被朱某所驾的轿车追
尾，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今年5
月中旬，已经70岁的武某为处
理事故已第三次来通。此次，他
向港闸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
被告朱某赔偿车辆维修损失
5585元，同时提出交通、误工、
住宿、通讯等损失合计4000元
赔偿请求。

承办法官在审查武某的起诉材
料时发现，武某的一些请求既缺少
证据亦无法律依据，多次通过电话
提醒其补正。武某在电话里情绪十
分急躁，称自己为了这点赔偿款已
经到南通来了多趟，现在年纪大了
出行不便，希望法院能够一次庭审
就解决。

参考网上开庭的经验做法，承
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开启“微
信调解”模式。加入微信群聊后，当
事人身份确认、诉辩意见固定、质证
意见表达等诉讼活动都在群聊中快
速完成。经法官线上释法析理，双
方很快达成调解协议。

“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把年纪，
坐在家里就打赢了官司！”拿到
法院邮寄的调解书后，武某在微
信中为法院这种便民诉讼的模式
点赞。

通讯员孙兴旺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14日清晨，因避让一
条突然蹿到马路中间的小狗，司机
急打方向盘，小狗虽然安全了，但车
辆撞坏了公路设施，司机还将面临
赔偿。

14日凌晨4时30分许，在如东
苴东线发生一起单向事故，张某驾
驶一辆重型货车装载一车布匹在苴
东线正常行驶。到K55十500米处
时，忽然，一只家犬从车前蹿出，张某
下意识一打方向盘，雨天路滑，车子
偏离既定路线，导致撞坏路灯、公路
警示柱七根并造成路面泥土污染。

当天早晨，如东公路分中心值
班室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值
班人员赶到现场处置。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单国风

侦破“四害”刑案2857起 查扣假劣防疫用品近百万只

南通警方通报“蓝剑1号”行动战果

酒驾酿车祸请妹妹顶包

男子被罚3000元记24分

法官“微信群聊”调解纠纷
免去老人异地诉讼奔波之苦

重型货车因避让小狗撞坏公路设施

晚报讯 养殖户王某在自己承
包的鱼塘边抓到偷钓者，本是受害
者的他却反过来敲诈对方，最终将
自己送上了被告席。记者13日从
海门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敲诈勒索案件。法庭当庭宣判
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
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

王某在海门市某村承包了一个
鱼塘。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

他发现李某、夏某在自己的鱼塘里
偷钓，于是通过殴打、言语威胁等方
式，从李某、夏某处分别强行索得
8000元、2000元，并迫使夏某出具
了一张2000元的虚假欠条。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王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
王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其已退赃，可酌情从轻处

罚；其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
理；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
过错，对被告人可酌情从宽处理，遂
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做任何事情都要依
法办事，即使抓住小偷，也要依法处
理，千万不能用殴打或者言语威吓
等方法自行处理，更不能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否则一定会受到法律的
制裁。
通讯员蔡锋英 张祖平 记者王玮丽

勒索偷钓者1万元

一鱼塘承包人被判拘役五个月

值班人员在现场清理损毁设施。单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