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市井新闻 微信：lswbwx 2019.11.7 星期四 编辑 孙霁 美编 唐大江

10月30日，福建泉州的陈先生和
父亲特地赶到抚顺市公安局东洲分
局，将写有“救命之恩永生难忘”的锦
旗赠给民警金天智，感谢他在危急时
刻出手相救。

两年半之前，陈先生和父亲在北
京被4个不明身份的年轻男子打伤并
塞进车里拉走，陈先生奋力打破玻璃
向后方的警车求救，金天智赶紧下车
处置……

“这件事过去太久了，如果他们
不找来，我真的想不起来了。”11 月 6
日，金天智说当时虽然不是在抚顺辖
区，但有人求救不能不管，他们一切
平安就好！

父子俩被不明身份
男子控制

2017年，陈先生与一家单位发生
房产纠纷，他和父亲当年3月31日来
到北京，向朋友推荐的律师咨询，准

备通过法律维护权益。他和父亲没
想到的是，见过律师后发生了意外。

当时陈先生和父亲边走边议论
房产纠纷的细节，没留意有 4 名年轻
男子围了上来。问过姓名后，4 名男
子拳脚相加，把陈先生和父亲打蒙
了，二人不知对方为何动手。

4名男子把晕头转向的陈先生和
父亲连拖带拽塞进了路边停放的车
里，陈先生被按在后排动弹不得，而
他的父亲则被对方控制在前边一排，
塞进车里后二人又被一顿毒打。

40岁陈先生当过兵，在紧急情况
下保持了冷静，他一边示意父亲不要
挣扎，一边向4名男子告饶。4名男子
称“有人让我们这么做，我们负责把
你们送到一个地方……”

车到丰台区，遇到红灯停下。陈
先生看到计时器显示要等 1 分钟时
间，便装作不经意似的环顾四周寻找
机会。透过后风挡玻璃，他看到了一
辆辽宁牌照警车！

抚顺民警出手当场
控制一人

陈先生看到的后面那辆车，坐的
正是去北京暂时工作的抚顺市公安局
东洲分局民警金天智。当时情况紧
急，陈先生连警车牌照都没看清，使出
浑身力气一拳将后风挡玻璃打碎。

趁着车内 4 名男子没反应过来，
陈先生从玻璃碎裂处探出半个身子，
大声呼喊救命！“当时我在后面车里，
看得很清楚。”11月 6日，金天智向辽
沈晚报记者表示，“车里的人一边打
一边把他往车里拽。”

“出事了！快下车！”身着便装的
金天智赶紧跳下车，招呼同事也下车
处理，紧跑几步来到前车旁。“这时候
车上下来一个很魁梧的男子，我要求
他出示证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金
天智说。

该男子支支吾吾不回答，转身想

跑。“今天你走不了了！”金天智上前
将其控制住，和同事一起将该男子带
上警车。另外3名男子见状赶紧开车
逃窜，陈先生看准机会从后风挡玻璃
钻了出来。

此时已是黄昏，3 名男子驾车拉
着陈先生的父亲逃窜，由于光线较暗
加上路况复杂，金天智和陈先生已无
法追赶。“我赶紧把陈先生和抓住的
男子一起送到了属地派出所，交给当
地警方调查处理。”金天智说。

父子专程来到抚顺
感谢恩人

虽然没能救下陈先生的父亲，但
车上 3 名男子见民警介入，开远后将
陈先生的父亲扔在路边，不久父子俩
团聚。陈先生说，父亲听到 3 名男子
开车逃窜时的对话，“如果不是遇到
警车，我们一定会有危险！”

金天智配合属地派出所做了笔

录，因有工作要忙便和同事驾车离
开，“当时和陈先生也没留联系方式，
但我一定会配合当地警方调查。”金
天智说，这个“插曲”很快忘到脑后。

陈先生在事发地派出所接受询
问后，发现金天智和同事已经离开。

“一定要找到恩人，当面感谢他！”陈
先生和父亲说，但他只记得警车牌照
上的“辽”，并没记住车号。

陈先生向事发地派出所民警打
听金天智的联系方式，被民警拒绝，
他们又联系辽宁省公安厅，也没查找
到救过自己的人。直到今年 8 月，陈
先生的律师终于打听到了恩人的消
息。

父子俩非常激动，10月30日带着
写有“救命之恩永生难忘”的锦旗来
到抚顺，向金天智表达感谢。陈先生
说：“辽宁警察好样的，我们村5000多
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次回去我要告诉
更多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福建父子在北京被4名男子打伤并塞进车里拉走 寻找两年终见救命恩人

办案途中 辽宁民警勇救被困父子

有时候是茶叶，有时候是果干，
有时候是其他名目，但这些从南方通
过快递邮寄到沈阳的“特产”中，却藏
着大量冰毒。

昨日，沈阳市公安局通报一起公
安部督办特大吸食贩卖毒品案件。

在公安部禁毒局、省公安厅禁毒
总队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沈阳民警行
程数万公里，辗转辽宁、四川、云南等3
省 4市，历时 16个月抓获涉毒违法犯
罪嫌疑人44人，缴获冰毒10余公斤。

沈阳“老铁”牵出
重大贩毒团伙

“ 都 这 么 大 岁 数 了 ，能 是 毒 贩
吗？”

2018 年 2 月，沈阳市公安局苏家
屯分局刑侦禁毒大队在工作中发现
一条贩毒案件线索，竟然指向一名56

岁浑南区居民铁某某。
线索显示，铁某某被称“老铁”，

多次前往四川成都、云南临沧等地区
购买毒品回沈阳贩卖，数量巨大。

警方发现，“老铁”本身有贩毒前
科，且与多名吸贩毒人员经常来往。
种种迹象表明，“老铁”确实有重大涉
毒犯罪嫌疑。

随即，警方对“老铁”及其周边的
贩毒网络成员、毒品来源及运毒方式
等情况进行排查，掌握了该团伙的组
织架构。一个以“老铁”为首的毒品
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多次南下买毒
冰毒伪装成南方特产

警方查清了该团伙的毒品主要
来源于流窜在云南临沧的杨某某和
四川成都的修某某。

每次“老铁”与二人联系毒品交
易后，由杨、修二人在当地的“马仔”
将冰毒伪装成茶叶、果干等南方特

产，通过快递物流运至沈阳，再由“老
铁”向辽宁省内多个地区贩毒人员进
行销售。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该案确
定为部督“2018—707”号毒品目标案
件。沈阳市公安局抽调刑侦禁毒局、
苏家屯分局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
力侦破此案。

兵分三路收网抓44人
缴获冰毒10余公斤

专案组以沈阳为中心，派出侦查
小组分别前往四川成都和云南临沧
以及辽宁鞍山等地延伸追踪毒品，将
该团伙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的落
脚点及藏毒地点全部查清。

抓捕时机成熟，专案组随即组织
警力兵分三路对该团伙成员展开抓
捕行动。

2018年12月中旬，专案组在沈阳
市浑南区将铁某某抓获。随后，该团
伙的下线58岁的男子马某、58岁女子
于某某等 24 名涉嫌贩毒的犯罪嫌疑
人相继落网，同时抓获吸毒人员 13
名，缴获冰毒880克。

铁某某落网同时，四川和云南的
抓捕小组也同时展开行动。

2019年1月22日，在成都警方配合
下，专案组民警将30岁的男子修某某
等5人抓获，当场缴获冰毒2682.69克。

2019年 4月 29日，在云南临沧警
方配合下，专案组民警将47岁男子杨
某某落网，缴获冰毒7053.7克。

至此，部督“2018—707”号毒品
目标案件正式告破。

目前，铁某某等31人因涉嫌贩卖毒
品罪已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其他
13名吸毒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特产包裹藏冰毒 民警跨3省4市破特大贩毒案
沈阳警方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44人 缴获冰毒10余公斤

一条预警“冒充美团官方要求商
家认证诈骗”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
被不少网友不断转发。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
中心表示，此类型诈骗案件近期多发
于青海省，同时浙江、江苏、海南、深
圳等地也曾出现过。辽宁地区目前
尚未接到过类似的报案，但公安部刑
侦局也对此类型案件发出预警，请广
大人民群众小心防范。

预警“美团验证”诈骗
刷爆朋友圈
辽宁未接到类似报案

“省公安厅反诈中心预警，请速
速转发，11月 5日新型诈骗方式大肆
蔓延的新手法，目前已有多人点击诈
骗链接。”

从 11月 5日至昨日期间，这样一
条信息刷爆朋友圈。

信息中所指的诈骗手段以一张

短信截图显示，内容为“尊敬的美团
商户您好！由于平台系统升级，请及
时认证信息，点击 www.meituanren-
zheng.com以免影响正常接单！”

昨日，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
中心表示，这条信息不是辽宁省反诈
中心发布，信息中并未说明发布者是
哪个省的“省公安厅反诈中心”，可能
是其他省反诈中心发布的预警，在传
播过程中误传造成的误会。

截至目前，辽宁地区警方尚未接
到过类似的报案！

公安部发布预警
诈骗链接已经失效

11月5日晚10时02分，公安部刑
侦局的官网微博也发出类似预警，

“今天冒充美团官方发布要求认证的
诈骗高发！”

公安部刑侦局官网微博中指明
近期此类诈骗高发地区为青海省。

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
强调，这一诈骗手法高发地区主要集
中在青海省等地区，浙江、江苏、海
南、深圳等地曾出现过，公安部刑侦
局在11月5日晚发布了同样的预警。

目前，诈骗短信中的链接通过手
机已经无法进入该页面。如果使用
电脑登录，若电脑装有防护软件，也
会弹出假冒网站的提示。

外地有商家被骗4230元

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
介绍，外省美团商家小陆（化名）在自
家商铺内曾突然收到这样的“短信”。

小陆本身就是美团商家，于是就
直接点击了那个链接：“打开一看好
像真的是美团商家认证的界面，他就
将身份信息、电话号码、银行卡等信
息填写上去。”

操作完这一切，小陆收到要求立
即认证的信息，并有具体的认证活动

介绍。
看上去一切都挺“官

方”，小陆丝毫没有起疑，
当即就把收到的短信验证
码也填了上去，片刻后就
发现被骗了：“大概过了 5
分钟左右，就收到建设银
行发来的扣款消息，一共
两笔，一笔是 3842 元，一
笔是 388 元，共被骗走了
4230元。”

辽宁反诈中心提醒：
旧瓶装新酒也要警惕

辽宁省公安厅反电信诈骗中心
解析，短信内的网站链接，根本不是
什么美团的验证网站，而是骗子搭建
的钓鱼网站，这种骗局就是虚假链接
诈骗的一个变种，新瓶装旧酒。

骗子借口“平台系统升级，不及时
认证将影响接单”，利用商家急于接单

赚钱的心理进行诈骗！而商家一旦轻
信短信内容点击链接，骗子便可在后台
获取商家在网页上填写的身份证、银行
账户等个人信息，从而通过快捷支付功
能将商家银行卡内的资金转走！

警方提醒，收到此类信息时，切不
可轻易点击链接，也不要回复任何信
息，更不能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尤其是
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告诉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公安部预警“美团验证”诈骗高发
辽宁公安：暂未发现类似报案，但也要提高警惕

警方缴获的部分没来得及伪装
运输的冰毒。 警方供图

公安部刑侦局的官网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