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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特约记者冯忠海 通讯员樊奕昕 记
者宋鹤莉）近日，兰州市城关公安分局嘉峪关路派出所通过跨区域调
查和相关物证的搜集研判，成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破获一起信用
卡诈骗案。
今年 4 月中旬，
嘉峪关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蒋某报案，
称他曾在
去年 5 月注销了自己使用的一部手机，
之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名下的一张
银行信用卡被盗刷，
在和银行交涉无果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该案时
间跨度长，
盗刷地又远在玛曲县，
办案民警先后两次前往玛曲调查取证，
同时在银行和通讯公司的协助下获悉了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5月8
日 22 时许，
办案民警在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一出租房内，
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抓获，
经讯问，
嫌疑人王某对盗刷蒋某信用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原来，受害人蒋某将自己的手机销号后不久被嫌疑人王某办理手
机新号时遇上，几天后已到玛曲打工的王某收到一快递小哥打来的电
话，
称有一个快递让王某去取，
起初还纳闷的王某很快反应过来可能是
前手机号使用者所购的快递，
遂询问了快递员发来的是何物品，
当他得
知是银行信用卡后，
产生了作案想法，
之后王某声称自己不在兰州，
让快
递员把东西发到玛曲县。就这样王某收到信用卡后很快打电话到客服
中心，将密码做了修改，之后两次在自动取款机上盗刷现金两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审理中。

男子被公司开除
冒充经理卖手机串号骗财领刑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通讯员董振娟 记者李升）被开除后，
男子还打着原公司经理旗号出售手机串号诈骗钱财。近日，白银市平
川区人民检察院以陈某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陈某
某有期徒刑 1 年零 8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2017 年 6 月 27 日，陈某某被其供职的兰州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开除。次日，陈某某冒充该公司白银地区手机销售业务经理的身份，
向手机经销商张某某出售手机串号，以收取订制手机串号费用的名义
骗取张某某 33000 元，得款后，将 10000 元用于充值游戏币，将剩余
的 23000 元挥霍。后陈某某更换手机号码、停用微信并逃至上海。
而此时张某某才知被骗，遂向警方报案。同年 12 月，陈某某在上海被
民警抓获，
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事实。

群众上交珍贵文物
警方动员

更换手机号码后
快递信用卡落入他人手中被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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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李升）5月14日，
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获悉，
为防范打击涉
黄涉赌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兰州市公安局向广大市民公开全市公安机关
打击涉黄涉赌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警方介绍，
举报内容主要包括：
在KTV、
夜总会、
会所、
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组织、
强迫、
容
留介绍、
引诱卖淫的违法犯罪分子及从事卖淫嫖娼、
裸陪、
裸聊、
艳舞、
淫秽表演等违法人员；
在
宾馆、
饭店、
旅店、
洗浴、
会所、
足浴、
洗头屋等公共场合组织、
强迫、
容留介绍、
引诱卖淫的违法
犯罪分子及从事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人员；
在酒吧和出租屋组织、
强迫、
容留介绍、
引诱卖淫
的违法犯罪分子及从事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人员；
以网络招嫖、
站街招嫖、
卡片招嫖、
出租车
介绍卖淫等方式组织、
强迫、
容留介绍、引诱卖淫的违法犯罪分子及从事卖淫嫖娼等违法犯
罪人员；
插手娱乐场所的黑恶势力和幕后
“保护伞”
。

欢迎市民拨打电话
举报经济犯罪线索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李升）5 月 15 日上午，
省公安厅、
兰州市
公安局联合人民银行、工商、税务、银
监、
保监、
银联、
各商业银行等多个在兰
单位，在城关区金轮广场联合举行以
“与民同心 为您守护”为主题的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咨询服务活动。
据了解，2017 年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经侦部门严厉打击突出经济犯罪，
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2935 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 1802 名，挽回经济损失近
34 亿元。2018 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经侦部门围绕打击经济犯罪主业，严
厉打击、稳妥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重
点打击、专项治理严重突出经济犯罪，
依法打击、主动防范常见多发经济犯
罪，提高服务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
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警方表示，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
作，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
进行综合治理，
欢迎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举报经济犯罪线索，
公安机关
将依照有关规定，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举
报电话：
省公安厅：
0931-8822202；
兰州
市公安局：
0931-5167493；
拨打 110 或
向当地公安派出所举报。

村民上交
的彩陶罐。
兰 州 晨 报/掌 上
兰州首席记者
张鹏翔 摄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张鹏翔）近日，永登县警方在工作中发现辖区
村民捡拾多件文物。为了防止文物流失，警方积极动员村民上交。目前，7 件彩陶罐全
部上交永登县文物部门。
据了解，5 月 8 日，永登县公安局大同派出所在工作中掌握信息，由于近期连日阴
雨，辖区某偏僻无人地段一处山体发生塌落，附近村民在塌落泥土中发现 7 件精美彩陶
罐。大同派出所民警通过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
积极动员涉事村民将
7 件彩陶罐全部上交县文物部门，
及时防止了文物流失。经专家鉴定，
该 7 件彩陶罐器形
完整、
色彩绚丽、
制作精美，
属距今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马家窑文化彩陶，特别是其
中一件
“四耳回形纹”彩陶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执勤民警 救助路边发病女子

5 月 14 日下午 5 时 05 分，兰州市七里河交
警大队二中队执勤民警巡逻至小西湖立交桥下
时，发现两名群众正在路边停留，
存在较大的交通
安全隐患。民警立即停车上前查看，
发现一女子
面色苍白，
表情十分痛苦，
经询问得知该女子突发
疾病，
意识模糊不清，
情况十分紧急。大队执勤人
员立即协助该男子将病人抬上警车前往医院，
并通
知沿路执勤民警加强车辆疏导，仅用 3 分钟时间就
将患者送达就近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兰州总医院，
为患者及时就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裴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