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到邪教活动怎么办（三）

积极同邪教活动作斗争，
做反邪教的勇士

邪教是人类的祸害和社会的毒瘤，反对邪教、铲除邪教
是全社会包括广大青少年共同的责任。遇到邪教活动，除了
自己不听、不信、不传外，大家还要勇敢地站出来，一方面大
胆制止邪教分子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迅速向公安机关或基
层党政组织报告，将邪教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只要人们
都以反邪教为己任，对邪教活动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的声势，邪教就无藏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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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发现邪教人

员正在进行串联

聚 会 、张 贴 散 发

反 动 宣 传 品 、企

图聚集闹事等违

法 犯 罪 活 动 时 ，

要 立 即 拨 打 110

报 警 电 话 ，也 可

用其他方式向当

地政府报告。

如果发现邪

教分子张贴的宣传品、喷涂或书写的标语，可拨打电话

报警，也可自行清理干净。

如果家里有人或亲朋好友受邪教蒙骗出现附合、认

同邪教组织歪理邪说的苗头和倾向，要从关心、爱护的

角度，劝说他们不要上当受骗，或主动向村（居）组织或

反邪教部门求助。 （海南无邪岛）

退休教师乘电梯摔伤起诉

原告周先生诉称，其是某大学退休教
师，已近 80 岁高龄，事发当天在大学的理
科楼 3 楼准备乘坐电梯下楼时，由于电梯
出现升降平台高出地面的故障，其被绊倒
摔伤。经送医院救治，被诊断为右臂肱骨
近端粉碎性骨折伤及严重错位，经鉴定为
九级伤残。周先生认为，大学作为故障电
梯的产权人，电梯公司作为实际运营管理
人，对电梯运营、维修没有尽到管理责任，
故将二者诉至法院。

被告大学辩称，该电梯由电梯公司承
担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之前曾经出现过电
梯门关不上、电梯死机不平层的故障，但
是电梯公司一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没有
以任何形式告知电梯不得使用，也没有采
取任何停梯处理措施。故不同意承担赔
偿责任。

被告电梯公司辩称，其曾明确告知大

学该电梯要停止使用，是大学自行通电使
用，同时提交《电梯定期检验报告》和《北
京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记录》，证明已经
履行维护保养义务，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
任。

学校被判承担九成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
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法律规定，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周先生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之请
求，参照鉴定意见予以判定，超出部分不予
支持；残疾赔偿金之请求，于法有据，予以
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请求，因构成伤
残，需要承受心理及肉体上的痛苦，予以支
持，具体数额由法院酌情判定。大学作为
事发电梯的管理单位，对使用电梯的人员
应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在明知电梯存在
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启用电梯运送设备，且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系导致周先生摔伤
的主要原因。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大学承
担 90%的赔偿责任，合计赔偿 64762.2 元；被
告电梯公司作为事发电梯的维保单位，在
发现电梯存在故障后，并未向大学全面履
行告知风险义务，判决承担 10%的赔偿责
任，合计赔偿 7095.8 元。 （民法）

湖南临湘，位于湘北边陲，北临长江，西

傍洞庭，矿产资源丰富。为了牟取私利，大批

“淘金者”来此，在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

下，铤而走险，从事非法开采砂石活动。10月

9 日，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胡

某、徐某、苏某非法采矿罪一案，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3年3个月、3年，

并处罚金105万元、30万元、20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4月至2017年10

月29日，被告人胡某将两艘报废货船改装成采

砂船在长江水域非法采砂，雇请被告人徐某、

苏某分别管理其中一条采砂船。徐某、苏某两

人在潘某（另案处理）的组织下，经胡某同意，

在长江湖南段、湖北段等水域非法采砂，并卖

给潘某，3名被告人获利共475.729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徐某、苏某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采矿，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采矿罪。被告人胡某指使被告人徐某、苏某

管理非法采砂船，按照约定分别实施非法采

矿行为，3 名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且在共同

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为主犯。但徐某、

苏某受胡某指使，可以认定为罪责相对较轻

的主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胡某、

苏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因此，法院遂作出以上判决。 （中法）

私设“黑电台”
干扰机场塔台
上海一男子犯扰乱无线

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获刑1年半

在繁忙的空港，塔台无线电承担着调
度指引飞机有序起降的重任。而个别不法
分子私设“黑电台”播放小广告，存在干扰
机场塔台指挥的安全隐患。近日，上海市
杨浦区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被告人陈某某两度在本市架设功率超
500瓦的“黑电台”发布销售药品广告，却干
扰了机场的塔台。法院依法判决陈某某犯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判处有期徒
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

私设“黑电台”发布小广告

据公诉机关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7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间，被告人
陈某某先后在上海市租赁的房屋内，两次
架设无线电台（黑广播），非法使用无线电
频率发布销售药品广告。

然而，陈某某的上述行为，也导致机
场塔台主频受到干扰，公安机关接到上海
市无线电管理局的线索后，将上述两台无
线电台设备查获。经上海市无线电监测
站监测，上述查获的 2 套“黑广播”设备的
工作频点涉及调频广播业务的工作频率
范围为 (87-108)兆赫，实测发射功率分别
是 879.0 瓦、920.4 瓦。

2017年12月27日，被告人陈某某经网
上追逃被抓获，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杨浦检方确认，被告人陈某某违反国
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并使用
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扰乱无
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庭上，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提
出，涉案“黑广播”设备的功率有限，并未
直接占用民航频率，应是“多因一果”。

犯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某违
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设置、使用发射功
率 500 瓦以上的无线电广播电台，非法使
用无线电频率，且影响民航专用无线电导
航的无线电频率正常使用，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构成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为严肃国家法制，维护正常的无线电
通讯管理秩序，法院依法对陈某某作出上
述判决。 （上法）

退休教师校内坐电梯受伤
法院判决学校担责90%，电梯公司担责10%

周先生在某大学乘坐电梯下楼时，电梯突然发生故障，致其摔倒
受伤，构成伤残。周先生遂将该大学和电梯运营商诉至法院，

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其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100798 元。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此案，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大学承担 90%的赔偿责任，被告电梯公司
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砂
湖南3人犯非法采矿罪分别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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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女子柳某在网上结识一名自称是
“空少”的男子，两年间分 267 次给对方转账
120 余万元。她怀疑自己被骗，在报警时其
母竟然还在帮“空少”说好话。10 月 8 日，这
名冒牌“空少”因涉嫌诈骗被武汉警方刑拘，
这对母女才如梦初醒。

8 月 15 日，36 岁的柳某在母亲的陪伴
下，来到江汉公安分局姑嫂树派出所请民警
帮忙核查“男友”的真实身份。两年前，柳某

在网上结识自称是某航空公司“空少”的沈
某。此后，二人在网上交流，情投意合，但二
人未曾谋面。两年间，因“男友”多次急需用
钱，柳某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转给对方 120
余万元。近来，“男友”对她较为冷淡，她有
些疑惑。柳某的母亲接话说：“男孩是名‘空
少’，家有数千万资产，女儿找到了个好对
象，希望民警别抓错了人。”

民警查看了柳某与“空少”海量微信聊

天记录，判断柳某落入了爱情陷阱。警方根
据柳某提供的有关信息，摸清嫌疑人系浙江
嘉兴人沈某，他曾因开设赌场被判刑。50 余
天来，民警转战上海、江苏、浙江等 6 省市，跟
踪追捕沈某未果。10 月 6 日，警方侦查得
知，沈某潜回嘉兴老家，武汉 4 名民警当即驱
车前往，在嘉兴警方的协作下，当晚 11 时，民
警冲入一间私房将沈某抓获。

经查，沈某今年26岁，两年前他在网上结

识了柳某，便设套骗钱。沈某吹嘘他是上海
某航空公司“空少”，月薪 2 万余元，家在上海
有数千万元资产。沈某的花言巧语很快俘获
柳某的芳心。2016 年 6 月，沈某假称脚崴了，
钱包丢失，找柳某借 400 元解燃眉之急，柳某
很爽快用微信转了过去。仅4个月，他以小打
小闹的方式骗得 8000 余元。随后，他掌握柳
某求爱心切的心理，编造前女友转走他股票
账户 300 万元，打官司急需用钱，父亲去世等

“悲情剧”，一次次向柳某大笔借钱。
沈某供认，他编造被人绑架、讨债、遭人

追杀等很多离奇谎言，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但柳某却太好骗了，随便编个故事，数万元
就落入腰包，前前后后骗了她 120 余万元。
沈某将 110 万元投资数字货币，打了水漂，另
10 万余元被他挥霍一空。 （楚天）

男子因谈婚不成
强行带离女友

陕西警方深夜追击7小时成功营救

大龄女网恋“空少”被骗120余万
武汉警方跨省追捕，目前涉案男子已被刑拘

男子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行拘男子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行拘

本是恋人关系，因谈婚不成，陕西渭南男子“十一”黄金
周期间驾车来到女友家称带其出去玩，哪知上了高速反锁车
门要将其强行带离。接到报警，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警方深
夜追击，7 小时后，成功营救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女子。

10 月 5 日零时许，接到家属“我女儿被人绑架并上了京
昆高速”报警后，城固警方立即组织 110 指挥中心、刑警大
队、柳林派出所开展信息研判，并驱车进行紧急营救。

因嫌疑人驶离辖区，城固警方立即启动跨区域协作机
制，向沿路公安机关发出协查函，请求高速路各沿线公安机
关部署警力设卡盘查。

10 月 9 日，城固县公安局柳林派出所副所长王红波介
绍，今年 22 岁的城固女子黄某是被其男友张某（韩城人，24
岁）开车带走的，两人是大学同学，本准备结婚，但因双方家
庭原因出现矛盾，导致婚事未谈成。

“事发前，张某驾车来到城固，表示想见黄某最后一面，
并趁国庆假期带黄某出去玩两天，但黄某并不想去，于是在
接近 5 日凌晨时分将黄某强行拉上车，驶上京昆高速并反锁
车门驶向西安方向。”王红波说，机智的黄某将手机藏在座位
下谎称未带手机，让张某放松了警惕。

民警介绍，在行驶途中，张某一直逼问黄某，想要继续促
成双方的婚事。黄某则先口头答应张某愿意和他走，等待求
救时机。“黄某在宁陕服务区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向家人发了
求救的位置信息，以及张某的车牌号和电话。”

10 月 5 日凌晨 1 时 50 分，民警电话联系上了张某，表明
身份后，劝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为避免刺激张某引发不安
全事故，民警停止了和张某的通话，沿路继续追击。5 日凌晨
3 时 30 分，民警获悉嫌疑车辆在澄城服务区附近，但不久后
嫌疑车辆消失。随后，城固警方联系渭南警方协助追截，5 日
早 7 时许，张某在渭南合阳县城郊落网，黄某获救。

目前，张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城固警方行
政拘留。 (华商)

大门完好无损 600万珠宝
不翼而飞

9 月 5 日上午，来宾百悦广场内一家珠宝
店的老板接到经理郑某的电话称珠宝店被
盗，让其赶紧到珠宝店查看并报警。令老板
费解的是，珠宝店大门完好无损，店外有安
保人员 24 小时值班，头一天晚上工作人员下
班时店内还亮着灯，可次日工作人员来上
班，却发现店内珠宝被横扫一空。

安保人员称前一晚交接班时发现店门
上的广告灯牌不亮，但没有及时上报；而珠
宝店老板在案发当日凌晨 3 时许通过手机查
看珠宝店内监控，发现监控已经失效，他心
存侥幸地认为是商场停电没有在意，也没有
通知安保人员查看，直至天亮上班后接到经
理电话才慌忙前往查看，初步估算被盗珠宝
价值 600 万元。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展开侦查，经过
调取“天眼”等视频数据和分析，很快锁定叶
姜云为犯罪嫌疑人，并展开抓捕行动。

广场闲逛发现“新生意”

“做生意亏了本，欠了很多银行贷款、网
络借贷和私人的钱，实在没有能力偿还了，
就想到去偷珠宝店来还债。”谈到作案动机，
叶姜云如是说。

案发前两个月，生意场上不顺利的叶姜

云应朋友之邀到广西来宾想做瓷砖生意，后
经考察认为瓷砖市场竞争激烈不好做，遂放
弃了做瓷砖生意的念头，四处闲逛。其间，
来宾百悦广场内一家琳琅满目的珠宝店引
起了叶姜云的兴趣，他以“专业的眼光”发现
这家店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这或许能成为
他的“新生意”。

随后，他对珠宝店进行踩点，在商场的
负一楼发现该楼层还没有装修营业，凭着多
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经验以及对商场结构的
了解，叶姜云发现了一条通风管道正对着百
悦广场珠宝店的卫生间，在对珠宝店周边环
境及店内进行反复观察后，叶姜云认为通风
管道没有钢筋，方便打洞且可以藏身作为掩
护，于是决定“干一票大的”。

8天打通盗洞 店内盗窃3小时

打定主意后，叶姜云开始着手准备盗窃
事宜，利用网络平台购买了切割机、电锤、铁
钳、手电筒等作案工具，为了连续作业，他还
准备了面包和水。

万事俱备后叶姜云开始了他的“神偷之
旅”。他趁人不备，悄悄爬进了通风管道，接
驳了应急灯电源，解决了电锤、切割机的取
电问题。为避人耳目，他只在每日早上 7 时
至 8 时之间钻孔打洞。四五天后爬出通风管
道 补 充 和 购 买 一 批 新 的 物 资 继 续 钻 孔 打
洞。经过 8 天作业，盗洞顺利打通了。

9 月 5 日凌晨，叶姜云切断视频监控的电
源，进入珠宝店实施盗窃，仔细搜刮黄金珠
宝首饰长达 3 个多小时，可谓“战果辉煌”，共
盗窃黄金 9745.5 克，铂金首饰 499.99 克，价值
约 600 万元。

前脚逃回老家后脚警方追到门口

虽然盗取巨额珠宝，但叶姜云口袋里却
没钱逃回福建老家了。他谎称在山西的矿
山经营不善，没有钱给工人支付工资，让朋
友赶紧微信转 6000 元给他周转。收到微信
转账款之后，叶姜云做好了“跑路”打算。

珠宝失窃案发生的当天上午，来宾网
约车司机群有信息称，有乘客要从来宾打
车到福建，出价很高。一名网约车司机接
单后按照要求到达指定地点接到该名乘客
并前往福建省福州市某小区。这名乘客就
是叶姜云。

在回福建的高速路上，叶姜云与司机互
加微信，相谈甚欢。当司机问到“出这么高
的运价，为什么不选择坐飞机”时，叶姜云称
其母亲病重，着急赶回去。回到福建后，内
心极度恐惧的叶姜云终于喘了一口气，自以
为能“偷天换日”，躲过警方的追捕，没想到
他回到福建前脚还没有站稳，警察后脚已经
追到了，叶姜云束手就擒。

近日，兴宾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将叶
姜云批准逮捕。 (检日)

打通盗洞盗窃600万珠宝
一福建男子“横扫”广西来宾一珠宝店 前脚逃回老家后脚警方追到门口

8天时间就钻出了一条通往
珠宝店的盗洞，神不知鬼

不觉地盗窃了价值 600 万元的珠
宝后，还顺利出逃。该案一度成
为当地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
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将叶姜云
批准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民警在商场负一层查看盗贼所打的洞口民警在商场负一层查看盗贼所打的洞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