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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升温，
小田偶尔会给吴先生普及自己赚
外快的秘诀。带着好奇，
吴先生下
载了女友口中“稳赚不赔”的彩
票平台。在女友的带领下，
吴先生
首充的 100元翻了几倍，但只要
女友不在线，吴先生自己玩就必
输无疑。一开始，
吴先生并没有放
在心上。
“我们家要求的彩礼不高，但
我想要一辆奔驰车作为婚车，我
们要不要在平台上多赚点钱？”见
识过女友的好运，在女友的提议
下，两人各往彩票平台充了 1万
元，等着赚大钱。3天后，女友说
他们投入的资金太少了，只能玩
10倍数，如果投入 10万元就可
以玩 100倍数。
1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钱，吴
先生有些犹豫。他辗转反侧了一

晚：
“为什么女友带着自己就能赢
钱，
自己玩就一直输？”吴先生决
定不在女友的带领下试一试，没
想到这一试就输了 10900元，当
他想提现账户剩余的钱时却无法
操作，被平台客服告知该账户存
在异地充值的情况，需要再充值
1万元才能提出提现申请。此时，
吴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遂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日前，集美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联合杏滨派出所捣毁该窝点，
抓获包括“老板”苏某在内的 12
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大批涉
案物品。
目前，苏某等 12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集美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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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bcdW 阿军和另外三
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可不久前，
因经营上的一些事，阿军和其他
几人起了争端。事情闹到派出所，
新阳街道警民联调委员会从帮助
各方及时止损出发，最终拟订了
阿军退伙退钱的解决方案，得到
各方认可，
平息了纠纷。
阿军是湖北人。疫情紧张时
期，
他无法外出工作。就在他缺席
的这段时间里，美容店的其他合
伙人未征得他的同意，便擅自采
购了美容仪器和保养品。为此，
几
个合伙人起了争执。4月 8日上
午，阿军一怒之下砸开了美容店

的门锁，换了新锁，试图通过阻碍
美容店经营来解决几个合伙人之
间的争端。砸锁、
换锁事件引发了
口角，
险些发展成肢体冲突。闻讯
而来的新阳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
后，
场面才得以控制。
新阳街道警民联调委员会介
入调解。经查，
美容店合伙人共有
4人。阿军与他们的争议焦点主
要在于防疫期间美容店盈利分配
及租金承担问题。此外，
阿军对于
当初 签订 的合 伙 协议 也有 些 意
见。
当天，因现场仅有阿军及另
外一名合伙人，
调解没有进展。但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阿军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将新钥匙配给了其
他合伙人，并同意与其他合伙人
另约时间，再到调委会来解决问
题。
后经过两次调解，调解员提
出了退伙退钱的方案。为说服其
他三个合伙人，调解员现场指出
了他们未经阿军同意购买美容仪
器、
保养品的行为违反协议约定，
严重损害阿军的合伙权益。另一
方面，调解员也劝说阿军及时止
损。最终，
各方终于心平气和地在
退伙 退钱 的调 解 协议 上 签 下 了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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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W端午小长假，不少游客
来厦旅游，一些黑车司机也蠢蠢
欲动，
想从中获利。近日，在环岛
路上，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支队直属大队执法人员就发现了
一辆涉嫌“一日游”的黑车。
26日上午，执法人员巡查发
现一部私家车正在下客。根据经
验，他们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辆涉
嫌非法营运的黑车。就在此时，
见
到执法人员的黑车司机竟撒腿往
沙滩跑。跑了 50米左右，他挣脱
了脚上的凉鞋，
继续往海边跑。
为了安全起见，执法人员虽

已追上司机，但不急于将其拦住，
而是不慌不忙地并行陪跑。大概
100米以后，司机实在跑不动了，
气喘吁吁停下配合执法。
据调查，两名游客坐上这辆
黑车，司机告诉他们鼓浪屿没有
预约去不了，便推荐他们前往一
家门店，
购买“厦门一日游”的旅
游套票。乘客说，
这名司机在车上
还推荐了几个消费项目，都价格
不菲。司机李某交代，
自己已收取
该趟运费，其驾驶的车辆也未取
得相关的营运资质。
目前该车已被暂扣，李某将
面临 2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还

将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三个月到
六个月。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当执法
人员在 环岛 路 顺济 宫附 近 巡查
时，又查获了一部与该地门店合
作涉嫌诱导消费的网约车。
根据现场调查了解，这名司
机路上一直推荐购买珠宝、吃饭
等项目。在执法现场，
还有一群疑
似“利益相关人”出来阻碍执法。
根据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已掌
握到驾驶员带游客到门店消费并
收取抽成的相关证据。目前该案
件正在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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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T 3UVW “杀猪盘”诈骗
是近几年曝光较多的诈骗类型之
一，其以社交软件、婚恋交友平
台 等 方 式 寻 找 目 标 ， 通 过 “话
术”与 “猎物”培养感情建立信
任后，再将其引入博彩、投资理
财等虚假诈骗平台进行充值消
费，从而诈骗钱财。近日，集美
警 方 打 掉 了 一 个 披 着 “婚 恋 交
友”的外衣、实为虚假博彩网站
的 诈 骗 窝 点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2人，当场缴获 13台电脑、73
台手机、4张涉案银行卡，涉案
金额高达 300万余元。
今年 4月，吴先生在相亲网
站上认识了小田。小田自称和闺
蜜在乌鲁木齐经营一家内衣店，
平时没事在一个网上彩票平台玩
彩票挣点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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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bcdW得了痔疮到诊
所治疗，后续伤口感染，诊所说
是患者饮食不当，患者说是诊所
拆线引发。这起纠纷何去何从？
新阳街道警民联调委员会请来
了经验丰富的医生，最终解决了
问题。
近日，阿伟到海沧某诊所接
受痔疮手术。之后，
伤口感染，
阿
伟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多次
前往诊所索赔无果后，采取了至

诊所大声哭闹的手段。诊所工作
人员报警，该纠纷被引导至新阳
街道警民联调委员会。
为尽快解决纠纷，调解员请
来该诊所诊疗经验较为丰富的
诊所负责人。调解员耐心地同诊
所负责人沟通，强调相关法律法
规，
并指出如耽误患者后期伤口
的治疗，该诊所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经调解，
当天，
该诊所
便着手支付阿伟的后期治疗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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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W 在美丽的环岛路拍摄
婚纱照，这是多么浪漫的事情。
但常有一些摄影师、新人不走斑
马线、横穿环岛路，带来安全隐
患。厦门交警思明大队碧山中队
发现这一情况后，决定开展源头
教育，从婚纱摄影公司入手，对
工作人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强
化拍摄工作人员及拍照新人的
安全意识。
近日，在后古婚纱摄影基
地，
思明交警大队民警联合滨海
街道工作人员对婚纱摄影从业
人员进行交通安全宣讲。随后，
摄影基地负责人对员工提出文
明出行的交通安全倡议，从业人
员纷纷在横幅上签字表态，将遵
守交通安全规范，同时也会提醒

来拍照的新人注意交通安全。
后古婚纱摄影基地负责人
高丽红表示，平时，他们注重对
员工进行安全宣传教育。发现员
工横穿马路，会有相应的处罚机
制。该摄影基地摄像师何茂城表
示，经过倡导后，他们会更注重
交通安全，不会因赶时间等因
素，
随意横穿马路。接下来，
交警
部门还将陆续走进环岛路周围
的 10多家婚纱影楼，逐一开展
安全宣传。
据悉，厦门公安交警部门自
5月起组织开展行人交通违法
专项整治，
5月以来，共查处行
人违法行为 3889起，涉及行人
的交通事故数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 40.
5%，整治成效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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