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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YT 某门诊部请电梯公
司来安装电梯，合同约定好好
的，到安装时却遭遇电梯公司使
用旧配件，验收也没能过关。电
梯公司却迟迟没来整改，双方随
即解约。但当业主要求对方退款
时，对方已经无力偿还……近
日，湖里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
件。
业主方是一家门诊部，
2016
年找该电梯公司购买电梯，并签
订了安装合同。依照合同，电梯
公司负责安装电梯，业主方则负
责安全验收。在安装过程中，电
梯公司使用了旧的配件，电梯安
装完毕后，经检验后也无法确定
可靠性，最终电梯安装未能通过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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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便利，
但也有不法分子盯
上了这点，
利用快递茶叶罐来运
毒、
贩毒。
2018年底，韦某在网上认
识了一名贩卖毒品大麻的男子
阿K
（化名），韦某购买并付钱
后，
对方将大麻通过快递寄给韦
某。此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今
年 4月初，在聊天过程中，阿 K
问韦某能否帮他代理贩卖毒品
“业务”，并表示可给予一定报
酬。由于欠了许多网贷，
急需用
钱，
韦某便答应了对方。在帮阿
K
“代理业务”的同时，韦某还
偷偷“单干”，他在网上发布出
售大麻的相关信息，前后有 4
个人联系他购买大麻。
今年 4月底，阿 K联系上
韦某帮其发货。“货已经邮寄到
铜陵某快递店了，
你只要按我列
出的名单，
将货发到北京、
上海、

厦门等地就行。”阿 K表示，只
要完成这项工作，
韦某便可获得
1500元报酬。韦某到达铜陵后，
取走了装着大麻的快递。按阿 K
的要求，
他将装在 5个茶叶罐里
的 50克大麻再分装到 13个茶
叶罐里发货。由于韦某自己也联
系了 4个买家，
他便将其中一部
分克扣下来，
装到另外 4个茶叶
罐里。最终，韦某共寄出了 17
个装有大麻的茶叶罐。
其中一份快递寄到同安区
某宾馆时，被警方查获。经鉴
定，快递里疑似大麻的植物被
检出四氢大麻酚 （大麻中的主
要精神活性物质）成分。韦某因
此被抓，之后以涉嫌贩卖毒品
罪移送同安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最终，因涉嫌贩卖、运输毒
品罪，同安区法院一审判处韦
某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
罚人民币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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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平台涉嫌诈骗，
张某仍抱
着侥幸心理入职，
最终被网上追
逃。近日，
滨北派出所社区民警
开展“一标三实”工作入户走访
时，
发现一名逃犯并将其抓捕。
近日，
社区民警发现湖滨北
路有一间出租屋内有新租户入
住。在进行登记时，
民警发现新
租户张某涉嫌网络贷款诈骗被
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网上追
逃。民警与深圳市警方核实确认

后，
立即组织警力抓捕。之后，
张
某由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
警带回执行拘留。
民 警 表 示 ， 张 某 今 年 20
岁，曾入职一家投资平台，该平
台因涉嫌诈骗被外地警方冲击，
张某也被处理了。近期，她又入
职了一家类似投资平台，从事客
服等工作。审讯时，
张某交代，
她
明知道这种平台涉嫌违法，但仍
在此工作，
最终被网上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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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单位随即 要 求电 梯公
司进行整改，但电梯公司却未能
在合理期限内完成。业主方遂通
过手机短信方式向电梯公司发
送解除合同的通知，双方依法完
成解约。事后，业主方随即起诉
电梯公司，要求电梯公司返还电
梯货款及合同内涉及的违约金，
同时要求电梯公司两位股东分
别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连带付款
责任。不过，此时该电梯公司已
经被相关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
已无力偿还债务。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方始终
没有露面。湖里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业主方和电梯公司双方签订
的《电梯销售 /安装合同》合法
有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
系。鉴于电梯公司未能全面而适

当地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
约，
业主方有权解除合同。
据了解，在合同解除后，尚
未履行、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
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为此，湖里法院支持了业主方提
出的返还电梯款、违约金及律师
费的请求。但是，该公司股东缴
纳 注 册 资 本 期 限 并 未 达 到 ，因
此，业主方不能作为债权人同时
要求股东对未缴出资范围承担
补充责任。最终，湖里法院一审
仅支持退回合同内要求的货款
及违约金，驳回业主方要求股东
赔偿的诉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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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被盗 QQ进行诈骗，一个月内
诈骗近 40人。昨日，
记者从集美
公安分局了解到，该男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400元 、
1200元 、
3500元
……”从张某的收款记录来看，
连
续一个月内，他每天都有不同额
度的进账。今年 10月 25日，
集美
警方通过研判，发现了张某以能
找回被盗 QQ为名义，进行诈骗

的事实。得到线索 后，
10月 31
日，
民警通过“一标三实”数据对
比，
将正外出吃饭的张某抓获。
“你们说嘛，找我啥事？”见
到民警时，张某还很开心地询问
民警，并表示不知道民警为啥找
自己。当民警表明身份，
并说出张
某一个月内非法所得时，刚刚还
笑眯眯的张某，
立即笑不出来了。
“我从网友那学到这个方法。”张
某说，
9月份他在网上认识了一
个网友，
这位网友告诉张某，现在
很多人 QQ号被盗，可以假借有

偿找 回被 盗 QQ 号 为 由进 行 诈
骗，
赚钱特别快。
听完这位网友的介绍，张某
如获至宝。“我就天天在各大论
坛发帖，并加那些想找回 QQ号
的人。”张某说，
每次先让他们打
400元，然后再以“保证金”“税
费”等理由让他们打钱。其中，
受
害人徐某就曾先后给张某支付了
19100元，
最后 QQ号没找回，还
被张某拉黑了。张某交代，
一个月
内，他诈骗了近 40人，非法所得
全被他挥霍一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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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碰瓷摩托车载客工。近
日，海沧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敲诈
勒索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据了解，
该案是海沧区人民法院今年以来
受理的首起未成年人涉恶案件，
被告人李某曾随同伙屡屡碰瓷摩
托车载客工。
2017年期间，李某随许某等
人在厦门市内多处地方对摩托车
载客工进行碰瓷。李某被提前折
断手臂，随后去找载客工乘坐摩

托车，他的同伙则途中制造摔倒
事故，并以李某受伤为由采取威
胁、恐吓等手段向载客工索要大
额“赔偿金”。每次实施敲诈勒索
犯罪活动攫取到钱财后，许某根
据分工任务不同，发放几百元至
一千元不等酬劳给其他人，剩余
的大部分钱财归自己所有。
2017年 12月 12日，许某纠
集李某等人在海沧区新 村附近
故 技 重施 ，要求 被 害人 刘某 送
“受伤乘客” 李某就医检查。随
后，
许某安排多人冒充李某亲友，

在医院采取紧跟、围堵、言语威
胁、恐吓等手段，向刘某勒索“赔
偿金”10000元，后因刘某报警
而未能得逞。
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其
实施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六周岁不
满十八周岁，视为从犯且犯罪未
遂。因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并
当庭自愿认罪，法院对其判处拘
役四个月，
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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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软件园二期内，发生了女
子被多人侵犯的恶性案件；经过

厦门警方调查核实，该消息不属
实，警方将对网络造谣者依法进
行处理。
厦门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朋友

们，
切勿随意编造、散播未经核实
的消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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