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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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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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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友情提醒：有意在本栏目投放分类广告的客

户，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办理相关手续。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喜缘婚介
热线：15996647257 15996647877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东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健康油条楼上404室

男 32岁 1.80 未 本科 经商 有车房 帅气
男 29岁 1.74 未 本科 政府工作 多套房车 随和
男 40岁 1.74 短婚 本科 高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 有车房 素质高
女 30岁 1.64 本科 附院 有车房 肤白
女 37岁 1.61 离独 在上市公司办公室 年薪20万 有车房 漂亮
女 43岁 1.63 离独 个体 有车房 肤白漂亮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鸿运婚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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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介

搬 家

“通通帮”线上推送

登录请扫码 咨询请扫码

线
上
办
理
请
扫
码

南通日报社遗失启事、公告刊登
办理方式：一、线下办理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

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二、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
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刊登热线：0513-68218781

办理方式：一、南通日报微信公众号首页底部点击
分类信息；二、南通发布APP首页底部点击分类信息；
三、扫描右侧二维码。帮帮热线：0513-85118889

南通报业大型线上分类信息发布平台，值得您信赖的“信息百宝箱”——

晚报讯 瞄准夜间家中
无人的老旧小区住户，男子
通过技术手段开锁入室，疯
狂盗窃财物，其中一户人家
竟被“光顾”了三回。24日，
崇川警方发布消息，在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的指导下，成
功破获一起系列技术开锁入
室盗窃案，抓获盗窃嫌疑人
吕某光及销赃嫌疑人孙某，
涉案金额约10万元。

今年10月以来，市区虹
桥新村、新建路新村、青年路
新村等老旧小区发生数起入
室盗窃案，居民家中烟酒、首
饰等物品丢失。其中损失最
大的一户人家，被偷走一条
金链和两瓶茅台，价值1万
余元。接到报案后，崇川警
方立即派员赶赴案发现场勘
查，发现门窗完好、无撬动痕
迹。经分析研判，犯罪嫌疑
人极有可能为专业技术性开
锁盗窃人员。

因技术开锁盗窃案件现
场翻动小，不易发现，加之部
分案发区域正处老旧小区改
造，警方侦查并不顺利。崇
川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克
服资源少、信息缺等诸多不
利因素，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案发小区卡口及周边监控
进行筛查比对，层层扩展和
深挖。经过连续搜索，一个
骑白色电瓶车的可疑男子进
入民警视线。

在摸清了男子的活动轨

迹后，崇川警方主动出击，在重
点时段加密布控，巡特警大队
民警在男子出没地点展开伏击
守候。本月中旬，民警成功将
犯罪嫌疑人吕某光抓获。

吕某光，男，35 岁，山东
人，多次因盗窃被处理。经审
讯，吕某光交代其采用技术开
锁手段，先后在市区作案11起，
得手金银项链、烟酒等涉案物品
及现金。吕某光到案后，民警顺
藤摸瓜，在市区一二手回收店
将销赃嫌疑人孙某抓获归案。

参与办案的崇川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四级警长瞿霄介绍，
吕某光一般选择晚上 8时至
12点作案，通过事先踩点确定
作案目标，专挑夜间家中无人
的住户，借助工具开锁入室翻
找财物。因为对所得财物并不
满意，其中被盗的一户，吕某光
一个晚上竟然“光顾”了三回，
三次入室寻找值钱物品。

“被盗住户使用的都是老
式锁具，内部结构简单，防盗系
数低。”瞿霄透露。吕某光主要
瞄准老旧小区内的出租屋，一
些住户防范意识相对薄弱，这
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目
前，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防护等级的锁具日益普及，
其实，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已
经越来越少。”

目前，嫌疑人吕某光、孙某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张亮 通讯员黄侃侃

慈禧太后竟然活着，还
要助你发大财！如此荒诞拙
劣的谎言，居然骗到很多
人。贵州人姜某将自己包装
成“慈禧太后”，在各地游
说行骗，发展多名下线，诱
导他人对虚构的“民族资产
解冻”事业进行投资，诈骗
金额达300余万元。日前，
由海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海安市法院一审判处姜某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
年，并处罚金30万元，诈
骗所得予以追缴，返还相应
被害人；姜某子女因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判处
刑罚。

“慈禧太后”在菜场卖菜

2020年7月，多名老人
在海安市民王某的带领下出
现在海安某银行，声称要办
理网银业务，银行工作人员
怀疑老人们遭遇了诈骗，立
即报警，警方在王某随身携
带的包内发现有“民族资产
解冻扶贫人员名单”等资
料。通过王某，警方找到了
其上线——同乡倪某，并顺
藤摸瓜破获一起民族资产解
冻特大诈骗案。

数年前，倪某见到了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早已
去世，那这个“慈禧太
后”是何许人也？通过技
术手段，海安警方在贵州
找到了自称“慈禧太后”
的姜某，并在其家中发现了

“西南地库委托书”“皇家任
命书”“慈禧太后照片”等

行骗道具。
据倪某回忆，“慈禧太

后”手持龙头权杖，身边带着
“功能章”“夜明珠”“寒冰
玉”等宝贝。从此，倪某对于

“库”里数不清的“民族资
产”深信不疑，不仅将自己全
部积蓄投资“民族资产解
冻”，还说服王某等人投资。

经过进一步调查，侦查人
员了解到，平日里，姜某在当
地菜场承包摊位卖菜，去各
地发展下线时，她将自己包
装成慈禧太后，将其子女包
装成“皇室随从”，向下线表
示：国民党离开大陆时留下
了大批宝藏，如需解冻这批
宝藏需要进行投资，少量投
资可获取巨额回报。她将“宝
藏”的图片、文字资料发送给
被害人以骗取信任，自2015
年至案发骗取多名被害人钱财
300余万元。

辩称是做“古董生意”

2021年1月，该案移送海
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
官，我这都是古董买卖，我没读
过书，我不明白你说的民族资
产诈骗是什么。”面对检察官的
讯问，姜某狡辩道。

承办检察官建议侦查人员
对姜某的手机进行数据恢复，
在其手机中发现了大量姜某与
其下线关于民族资产解冻的图
片、文字聊天记录，这些内容并
未涉及古董买卖。同时，经过
机构鉴定，在姜某家中发现的
龙头权杖等所谓古董，均为假
货，是姜某诈骗的道具。面对
铁证，姜某低下头。

案发时间长，被害人众多，
如何认定姜某的涉案金额？为
规避侦查，多年来，姜某的下
线都是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进
行转账，很难对应到每一位被

害人，为尽快找到被害人，承
办检察官多方联系，调取了
姜某的银行流水记录，找到
每一笔现金存款的归属地代
码，再与姜某手机中存储的
电话号码归属地进行比对，逐
项逐笔研判，找到相对应的部
分被害人。

被害人分布在江苏、浙江、
贵州、湖南等地，承办检察官与
侦查人员亲自上门给他们做思
想工作，让他们认清姜某的真
面目。最终，结合证人证言及
其他重要证据，检察机关将姜
某诈骗专用银行卡内所有资金
全部认定为犯罪所得。

6月，海安市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姜某提起公诉。

“中招”的多为老年人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是
一种集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
的新型、混合型犯罪，极具诱惑
性和欺骗性。不法分子谎称中
华民族历史上各朝代灭亡后以
及国民党溃败退往台湾时，在
大陆和海外遗留保存了巨大财
富，国家现委托一些民间组织
或企业对这些海外“民族资产”
进行解冻，通过诱骗受害人缴
纳启动资金、会员报名费或者
投资入股等实施诈骗。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本案
中被害人多为老年人，他们受
教育程度不高，获取信息的渠
道狭窄，容易轻信他人。”承办
检察官朱敏介绍说，自称“慈禧
太后”行骗的招数并不高明，这
类案件的被害人之所以被骗，
一方面是低投入高收益的“贪
念”在作祟，另一方面不少被害
人在被骗后不愿意接受自己被
骗的事实，继续对自己“催眠”，
以至于越陷越深。
本报通讯员何璐 顾琳琳 朱敏

本报记者何家玉

“慈禧太后”邀你解冻民族资产？
女子发展下线诈骗300余万元

崇川警方破获系列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一户住家一夜
竟被“光顾”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