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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第二十五次见义勇为英雄模
范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厦门共
有 6名见义勇为人员、
2个集体获
表彰。昨日，
副市长、
公安局长、
市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工作委
员会主任卢炳椿代表市委市政府
迎接载誉归来的英雄模范。
据悉，
本次厦门推荐参评的 6
名个人、
2个集体全数入围并受到
表彰，为我市首次。其中，来厦旅
游的刘澍救起了一名落水老人，
被省政府授予 “福建省见义勇为
模范”荣誉称号；
许泽流、谭和平、
贾国情、彭泽华、吴勤五人被省见
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工作委员
会授予 “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湖里区红十字水上
救援队和思明区蓝天救援队被省
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 “福建省见
义勇为志愿者先进集体” 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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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华、贾国情、吴勤，均为
厦门鑫安宾馆的职员。
2017年 8月 21日 22时，文

车赶到之前控制了火情，及时避
免了汽车爆炸和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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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 BRT公交车站天桥下，有一辆
小轿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火势
汹汹。因该车上装有一桶汽油，
且
出事地点临近 BRT站，周边住
宅、车流人流密集，若发生爆炸事
故，势必造成人员伤亡、设施损
毁、
交通堵塞，
后果严重。
彭泽华在鑫安宾馆大堂发现
火情后，立即带领同事贾国情、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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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抓起两瓶灭火器飞奔过去。彭
泽华负责灭火，吴勤负责疏散围
观人员和引导往来车辆，贾国情
则到周边大厦收集灭火器和消防
水带等工具，到车辆起火处协助
彭泽华灭火。
危急时刻，彭泽华与贾国情
在无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靠近起
火车辆，利用灭火器扑火，现场浓

烟粉尘四起，大火灭了又燃，燃了
再灭。尽管火势凶猛，
起火车辆随
时有爆炸危险，但他们没有丝毫
退缩，用了约 16瓶灭火器才扑灭
明火。
但因燃烧后车辆温度很高，
为防止再次复燃，彭泽华等 3人
继续用消防栓水带连接消防栓，
对着起火车辆不停喷洒，在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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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张某国介绍陈某向他人借款
平账。通过此举，陈某又还上了
92.
1万元。
19人，
7项罪名，涉案金额
黄某育、张某国并不满足于
1149万元……昨日，思明法院
此 ，他 们 看 上 了 陈 某 的 房 子 。
公开宣判以被告人黄某育、张某
2015年 8月，黄某育、张某国以
国为首的重大恶势力犯罪集团
代为清偿所有债务为由，诱骗陈
案件。据介绍，该案是扫黑除恶
某将其位于思明区的房产向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厦门市侦办
行抵押贷款 240万元。这 240万
的涉案金额最大、被告人数最多
元辗转到了黄某育、张某国之
的一起涉“套路贷”的恶势力犯
手。
罪集团案，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
之后，陈某继续向黄某育、
一起“套路贷”案件。
张某国等借款。签了 25万元的
=! @<<
借款合同，实际得款 20万元；签
2013年，陈某向黄某育、张
10万元借款合同，实际得款 5
某国等两次共借款 32万元。双
万元；虚假借款合同 17万元、
20
方口头约定月息 15%，扣除“砍
万元……陈某债台高筑，噩梦开
头息”4.
8万元及手续费 1万元
始了。
后，陈 某 实得 借款 26.
2万 元 。
黄某育、张某国催讨欠款，
2014年 5月至 2015年 1月，因
逼迫陈某签订虚假借条，指使他
陈某未偿还借款，黄某育、张某
人非法拘禁、殴打他，少则两三
国指使他人上门催讨，逼迫陈某
天，多则六七天。为防止陈某逃
还债。无奈之下，陈某向亲朋借
跑，黄某育、张某国还安排多人
款还上了 26万元。之后，
发现陈
24小时蹲守、监视、贴身跟随。
某借不到钱还款还息后，黄某
此外，黄某育、张某国等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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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入住陈某家中长达半个月。
经统计，
在借款 32万元（实
得 26.
2万元）后，黄某育、张某
国等通过处置陈某房产抵押款、
法院诉讼、仲裁、虚假平账等手
段，造成陈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人民币 278.
6万元，另还有高达
389.
1万元的借条尚在诉讼或还
未提起诉讼。

假事实起诉或申请仲裁、申请强
制执行，并采用蹲守、跟踪、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住宅等
手段威胁、逼迫被害人还款。在
被害人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则通
过他人或自己介绍被害人向他
人借款平账，不断垒高债务，最
终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
该案件共涉 19名被告人、
2
名被害人，涉及诈骗、非法拘禁、
>$ 
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宅、行贿、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最终浮
窝藏、
高利转贷 7项罪名，
涉案金
出水面，
露出了真面目。
额高达人民币 1149.
75万元。
经审理查明，该恶势力犯罪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各被告
集团于 2013年开始注册成立财
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为实施
务管理公司从事资金放贷后，逐
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集
渐形成了较为严密和固定的恶
团。其中，
被告人黄某育、
张某国
势力犯罪集团，主要针对有资金
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是首
需求且有房产保障的被害人以
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
保证金、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 部罪行处罚。昨日，经思明法院
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 一审判决，黄某育、张某国被判
房产租赁合同、房产抵押合同
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十四年，并
等，安排集团人员进行虚假走
处剥夺政治权利以及罚金，其余
账，制造被害人获取虚高借款的
成员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
银行流水痕迹。而后，以上述虚
六年不等刑期。
;$>>><&&

今年 24岁的许泽流，是思明
区大同路的一名居民。
“有人跳海！有人跳海！”
2017年 12月 11日凌晨 1时，许
泽流听到急促的呼救声，立即赶
往现场。
现场，许泽流用强光手电搜
索海面，
发现了一男一女。情况危
急，他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海
水，才发现女子离岸仅有三四米，
而男子却漂出 20多米远。于是，
他先迅速游到女子身旁，一把拉
住女子的手游回岸边，并辅助女
子抓牢岸边的绳索，等待下一步
救援。
之后，
他马上朝男子游去。当
接近男子时，许泽流取出岸边的
救生圈，迅速往男子头上套了进
去，手抓救生圈用力将男子拉近。
许泽流一边用身体顶住男子后
背，双手抱在他胸前，用力蹬腿，
往岸边游去。最后，
在其他群众的
帮助下，
落水男女均成功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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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新民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群
众报警称，
他家的羊被偷了。接警
后，新民派出所民警林普级立即
带队到现场勘察，并调取案发现
场附近监控视频进行排查。令民
警林普级哭笑不得的是，案发时，
有重大嫌疑的是开着白色宝马车
的人员。民警立即对嫌疑车辆和
嫌疑人进行进一步的信息比对，
最终锁定 26岁的同安人吕某。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迅速组
织警力，一边继续加大对重要区
域监控视频的排查，一边立即部
署周边巡防警力加大巡查，注意
追查嫌疑车辆和嫌疑人的行踪。
经过排查，当天 14时左右，
巡防队员在辖区一出租房门口发
现了嫌疑车辆，立即对现场进行
布控。18时左右，吕某到新民派
出所自首。据其交代，
他于前一天
到柑岭村喝茶。准备离开时，
发现
其停车处附近的草地上，有数只
小羊在吃草。“小羊长得可爱，
想
送给朋友的小孩玩，便顺手将其
中一只偷走，放入后备厢后就开
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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