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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李某被判盗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并处罚金
6000元。
男友、保姆变小偷，朋友也谎
婷婷与小燕有着相同的遭
话连篇骗钱……熟人见钱眼开，
遇。今年 5月 16日一早，趁婷婷
最终选择了背叛。近日，
湖里法院
睡着之际，其男友陈某盗走了她
发布了多个案例，提醒市民保管
的两部手机，并利用事先得知的
好财物、在线支付密码等，保持理
支付密码，转走了婷婷微信账户
性，
谨防熟人作案。
钱款人民币 17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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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 6天后，陈某主动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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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投案，并向婷婷退还手机
在线支付让生活便捷了不
及现金。近日，陈某被判盗窃罪，
少，
也让熟人盗窃简单了许多。近
获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年，并处
日，小燕和婷婷就尝到了把密码
罚金 5000元。
交付男友的苦头。她们将支付密
码告知男友，而男友却惦记她们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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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
去年 5月至 6月间，小燕男
尤某是某家庭的一名保姆。
友李某在小燕不知情的情况下， 今年 4月底，尤某至主卧室打扫
利用事先得知的手机支付宝支付
时，趁无人防备，盗走雇主放于卧
密码，用小燕手机通过支付宝进
室电视机旁两个抽屉内的现金。
行信用卡套现、申请贷款，共计盗
其 中 ，港 币 83810元 、人 民 币
得人民币 60600元。
4300元、美元 2000元、澳大利亚
发现盗窃系男友所为后，小
币 550元，
共计人民币 86676元。
燕与亲属将男友约至 SM 广场， 发现现金被盗，
雇主随即报警。
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近日，
因为
今年 5月初，尤某主动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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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接受调查。但面对民警的
询问，尤某遮遮掩掩，未如实供
述。民警看在眼里，
在其身上提取
现金人民币 1650元，并在其暂住
处搜查缴获现金人民币 1400元，
共计人民币 3050元。
次日，尤某终于如实供述盗
窃行为，并带领公安机关缴获赃
款澳元 550元、美元 2000元、港
币 83810元、
人民币 4300元。
湖里法院审理认为，尤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共计人民币 86676元，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近
日，经判决，尤某犯盗窃罪，获有
并在吴某的推荐下，通过微信与
期徒刑 3年，
被处罚金 5000元。
吴某的亲戚取得了联系。2014年
\]^8i
7月至 12月间，该亲戚以走关系
用钱为由，向小明要走了 13万余
qrstu vwa48x
元。
吴某与小明是朋友。2014年
钱没了，但纠纷还是没有解
前后，小明身陷一起经济纠纷，十
决，
小明终于起了疑心。今年 4月
分苦恼。得知此事后，
吴某主动伸
19日 21时许，吴某在湖里区被
出了“援手”。吴某告诉小明，自
公安机关抓获。经查，
微信里的吴
己有亲戚在省公安厅当领导，该
某亲戚系吴某自己冒充的，吴某
亲戚可以帮助他解决该纠纷。
对吴某的话，小明深信不疑， 根本没有在省公安厅担任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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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珊 瑚 是 植 物 还
是动物!

9扫码关注
“鹭海潮”或“厦门南方
海洋研究中心” 微信公
众号，以了解更详细的内
容 ( 每 周 五 18：
30发
布）。参加本期活动的市
民将有机会免费参观厦
门海底世界，具体规则归
市海洋与渔业局解释。

珊瑚属腔肠动物门珊瑚虫
纲，是腔肠动物门中最大的一个
纲，有 7000多种，均为海产。珊
瑚虫纲又分为八放珊瑚亚纲及六
放珊瑚亚纲。
根据骨骼质地和水螅体大
小，珊瑚一般分为大水螅体石珊
瑚、
小水螅体石珊瑚、
软珊瑚以及
海葵等类型。珊瑚礁生态系统也
被称为水下“热带雨林”，具有保
护海岸、
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渔

业资源、吸引旅游观光等重要功
能。
许多珊瑚个体色彩绚丽，其
艳丽程度不逊色于 陆地 上 的鲜
花。有的珊瑚品种还有惊艳的荧
光效果，不同类型的珊瑚可在水
族箱中构建成立体的珊瑚礁生态
系统，使珊瑚在水族行业中具有
极大的竞争力。
珊瑚礁是石珊瑚目的动物形
成的一种结构。该结构可以大到

亲戚。
湖里法院审理认为，吴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
他人财物人民币 133000元，数额
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综合
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
赔偿小明损失、取得谅解，近日，
吴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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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周围环境的物理和生态条
件。在深海和浅海中均有珊瑚礁
存在，它们是成千上万的由碳酸
钙组成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
年至数千年的生长 过程 中形 成
的。珊瑚礁为许多动植物提供了
生活环境，
其中包括蠕虫、软体动
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
此外珊瑚礁还是大洋带的鱼类的
幼鱼生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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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Q RSTU近日，随着“新
金祥龙” 轮入列厦金航线并顺
利完成其首航，标志着自 2016
年 9月以来厦金航线台湾籍客
船更新全部完成。这也是自厦门
海事局积极推动厦金航线老旧
船舶升级换代以来，厦金航线迎
来的第六艘入列新船。
据介绍，
“新金祥龙”轮为金
厦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于新
加坡建造，总长 33.
3米，船宽
7.
9米，总吨 396，有 318个客

位，拥有 2台喷水推进器，航速
可达 28节，用于替换“新金龙”
轮。
近年来，为确保厦金航线客
船安全便捷运营，厦门海事局积
极推动五通客运码头厦金航线
客船的持续升级换代，并不断创
新完善多项服务保障举措。通过
开通绿色通道，优化通关服务，
执行厦金航线 7天定期查验制
度，高效快速地办理进出口岸手
续。
71543288

-./012&3()*+&3*,
定于 2018年 10月 23日上午 10
：
00时在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公开拍卖/
^Z_)`ab-c+,-.def ,)).& 1+BCDE3 &111 1=
FGHI:2018年 10月 19日、
20日，DE3JKLMNghHI:
2018年 10月 22日 16时之前(
以实际到账为准）
。MNVW:厦门市同安区西
池一里 77号之一，
XYZ[:0592-7370977+]W:ww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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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年 10月 23日 11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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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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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看样并持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FGHI:2018年 10月 18-19日。
DE3JK
LMNHI/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22日下午 5时(
报名
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DE3OPQR/RN/厦门华茂
青拍卖有限公司 SRT/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台湾街支行
QU/403530010400121073 MNVW/厦门市湖里区嘉禾
路 388号 永 同 昌 大 厦 8A3 X Y Z [ /0592-5552806、
18030142807
、
18064436645
3\Y]W/www.
hmq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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