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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电子信息时代，微信、支付宝付款
极大方便了人们，然而他却耍起小聪
明，为了自己能快速鼓腰包，居然大胆
自带纸质二维码替换商家付款二维码，
竟然在收银员眼皮底下大胆地“偷梁换
柱”，从而导致客户付款时钱财受损。

昨日，葫芦岛兴城市公安局宁远
派出所副所长韩忠民说，警方成功破
获这起偷换服务企业收款二维码系
列盗窃案件。令人气愤的是，该嫌疑
人不仅在酒店如此“盈利”，还在通讯
公司和洗浴中心等其他服务行业“偷
梁换柱”，一天“盈利”3000多元，结果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月10日17时多，兴城市一家大酒
店洗浴部负责人报警称，有个青年男子
用自带的一张纸质二维码将该洗浴部
原有付款二维码替换，从而导致付款时
客户钱财被盗走。此案关系到营商环
境建设，宁远派出所对此非常重视，立
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发现辖区内还有
几家企业也有过类似行为发生。

副所长韩忠民立即带领民警高
启对该辖区内所发类似案件进行了
串并侦查。警方通过调查案发现场
以及附近的视频监控，发现该嫌疑人
曾经在一家洗浴中心长时间逗留。
随后在相关其他警种的配合下，发现

陈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后在警方
强大攻势和压力下，陈某某于是主动
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诉用替换二维码
的手段对企业实施盗窃的行为。

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30 余
岁，黑龙江省讷河市人，自称在北京
开车。“他曾经来过兴城，以前在网上
看到过相关视频。于是在网上买了
个微信账号，抱着侥幸心理，在复印
社打印了多张所买微信账号的二维
码，来到兴城时就到一些商家去张
贴。趁商家不注意时把自己的二维
码替换下商家的，当天他一共张贴了
5 张，结果有两个商家警惕及时发现

后给撤掉，另外几家遭盗刷多笔共
3000多元。”办案民警高启说。

在兴城警方侦查期间，陈某某自
知难逃法网，于是偿还了受害商家遭
其盗刷的3000多元钱后投案自首。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等
待陈某某的也必将是法律惩罚。警
方提醒商家和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一定要加以注意和提高警惕，不给
违法犯罪人员任何可乘之机，以免被
钻空子使自己的钱财受损。如果发
现上当受骗，一定要及时报警。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
记者 胡清

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 他反被“聪明”误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警方供图

店铺生意不景气，店主母子想
到的办法居然是找“风水大师”来看
看，结果“大师”信口雌黄，说是店门
前正在铺的电缆碍了他家的风水所
致。这对母子还真信了，对工作人
员百般阻挠，甚至还报警想让警察
说理，结果自己因为殴打施工人员
被拘留了。

近日，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公
安局宽甸镇城南派出所民警接到了
一起离奇报警，报警人声称在宽甸
镇某小区门前，正在铺设电缆的施
工队严重影响了他家的风水。民警
听了一头雾水，为了弄清事情的缘
由，他们赶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经过询问得
知，正在施工的是交通部门的工程
队，他们正在按照设计要求铺建电
缆井，可是当工程队人员要在李某
家商铺门前的马路上挖井施工时，
却被李女士（化名）母子阻拦，也是
李女士报的警。

民警询问李女士缘由时，得到
的答案却匪夷所思——原来近期李
女士店内生意不景气，她便找了位
风水“大师”到店内看风水，“大师”
告诉李女士，是门前正准备铺设的
电缆井影响了她家的风水，不仅对
生意不利而且对他家人的身体也不
好。李女士对“大师”的讲解深信不
疑。次日，当工程队准备在家门前
施工时，李女士便以影响其商铺“风
水”为由，多次阻挠工程队施工，严
重影响了工程队的施工进度，当工
程队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时，李女
士见理亏，便拨打了 110，希望得到
警察的帮助。

民警了解情况后，便劝说李女
士母子不要因为迷信阻拦施工，在
多次劝解无效后，李女士母子甚至
开始殴打施工人员，最终，母子二人
被警方予以行政拘留。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
东记者 王晓阳

没有驾驶证，竟然还抱着侥幸心
理开着挂“假牌”的下线出租车拉
活！7 月 4 日晚，一名胆儿大的假的
哥被沈阳交警和平一大队民警查获。

昨日，沈阳交警和平一大队民警
张颖介绍，通过比照信息，发现一辆
车牌号为辽AGB272的出租车没有车
辆档案，并确定这辆车是一辆伪造号

牌的下线出租车，“通过进一步深挖
线索，在上级部门的技术支持下，掌
握了该车的活动区域。”

7 月 4 日晚 11 时 30 分许，在铁西
区小北一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门口，辽
AGB272红色出租车被早已在附近蹲
守的民警拦住。和平一大队民警任
菲眼睛布满血红介绍：“我们为了查

获这辆车，做好了干一个通宵的准
备。”

驾驶人马某当场就承认了自己
开“假出租”的事实：车辆是购买的下
线车辆，从牌照、顶灯到计价器都是
伪造的，然后开着这样一辆“假到底”
的车进行非法营运。

更让人吃惊的是，经过交警的进

一步调查，发现马某没有驾驶资格，
属于无证驾驶。

马某因涉嫌使用伪造机动车号
牌、无证驾驶被处以行政拘留20天，
罚款7000元。马某涉嫌非法营运还
将移交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
处理。

在羁留室内，马某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悔恨不已。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

向前

酒桌上为了炫耀自己“厉害”，一
男子当众拨打110，辱骂接线员，结果
酒局没结束就被警察带走醒酒。

7 月 1 日晚，辽阳市辽阳县冯某
拨打 110辱骂接线员，甚至对前来调
查的民警恶语相向。

昨日，记者获悉，冯某已被当地公
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

7 月 1 日晚，辽阳县黄泥洼镇的
冯某约朋友在一起喝酒。酒过三巡
之后，冯某渐渐有了醉意，开始和朋
友炫耀自己办过各种“牛事”，酒桌上
朋友有人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也有
人认为他描述的事情有些浮夸，这下
让冯某有些不悦，“我敢当你们面给
110打电话，随便骂他们，你信不信？”

冯某借着酒劲，想以此证明自己
的胆量，有朋友开始劝他，不要冲动，
随便拨打 110 是要受到处罚的。但
是冯某非但不听，反而抄起桌上的电
话就按下了110，接通后，冯某没有说
话，只顾和朋友喝酒，随后又拨打了

几次，同样没有说话。
过了不久，冯某再次接通了110，

他对着电话那端一位女接线员上来
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接
线员仍平静地问冯某有什么事需要
反映，结果冯某竟然来了“兴致”，继
续谩骂接线员。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接
线员听出冯某的状态有些醉酒，询问
他的一些自身情况。冯某不假思索
报出了自己名字和住址，接线员固定
证据后，立即向黄泥洼镇派出所通报
警情。

民警根据线索，迅速确定电话中
辱骂接线员的男子是冯某，当民警找
到冯某时，他还在向他人炫耀刚才的

“壮举”，对前来调查的民警恶语相
向，见状，民警立即将其带至派出所
约束至酒醒。

目前，冯某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以
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

“假出租”被查 再查还是无证驾驶

嫌铺电缆影响店“风水”
母子报警阻施工还打人

喝酒时吹嘘自己厉害
他当人面打110骂人被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