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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自首
初查结果让民警吃惊
发现涉案金额数千万

“我骗了别人钱，有几千万元，还
不起了。”4月21日下午，雁江区分局
经侦大队民警余力正在值班，突然接
到分局门卫电话，称一名女子承受不
住压力要自首。

该女子衣着朴素，与以往接触的
此类犯罪嫌疑人不同。随后，民警将
她带到分局集中办案区做进一步询
问。

据该女子供述，她涉案金额达到
了数千万元，记载这些资金流向的账
本存放在家中。由于案情重大，民警
立即依照法定程序找来见证人，在女
子的带领下到其家中取得了5个账
本，并做初步统计。

统计结果让民警大吃一惊，原来
这位貌不惊人的女子并未撒谎，账面
记载的资金流水达到4700余万元之
多。民警立即向局领导请示，并依法
对该女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看
到，李某的账本中，用红色笔每写一
个姓，后面就是一串数字。民警说，
后面的数字就是借款金额和利息。

该李姓女子，原为某大型央企员
工，多年前停薪留职，常年生活在资
阳。她丈夫与其在同一单位，但常年
在外地上班。李某的借款理由均为
丈夫包下深圳9亿元大工程需筹措资
金，“随便倒一车混凝土就能偿还利
息。”

在随后的讯问、核查过程中，陆
陆续续有四五十名群众前来报案，都
声称被李某所骗，每人被骗金额多则
数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根据被害
人陈述，警方了解到，李某承诺向受
害者支付6分到1角2不等的月利息。
余力告诉记者：“这是相当高的利息
了”。

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呢？民警举

了个例子，10万元本金就能得到1.2
万元的月息，累计一年就能得到
14.4万元的年息。所以，犯罪嫌疑
人李某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为了及
时兑现许诺，李某将新骗来的资金
大部用于支付利息，涉案资金如雪
球般越滚越大。

依法搜查
家中大量快递盒未拆开
同款衣服一次买10余件

10日，民警依法对李某位于资阳
城区一老旧小区内的家进行了搜
查。说起李某，这里的邻居都很熟
悉。“看着很老实，也很简朴。”在院子
里散步的老人印象中，她不像违法犯
罪的人。

民警打开李某家门，只见客厅堆
着大盒小盒快递，有1米多高、4米多
宽，都尚未拆开。民警拆开一个小
盒，里面是同一款式，但颜色不相同
的遮阳伞。再拆开一个大盒子，是整
件卫生巾。

打开李某的卧室门，里面有些凌
乱。阳台一侧堆放着衣物，民警清理
出最上面一层，单件小纸盒包装的同
款T恤多达20件，而且均为同一尺码，
只有红白两个颜色，标签显示单价
398元一件，也没有拆过包装。还有
个袋子里有10多条女士牛仔短裤，标
签单价为798元一条。

堆在中间的还有各种款式的蔻
驰包包，同款UGG鞋11双，都没有拆
开过包装。其中，一双UGG女士靴网
上代购报价1280元。

卧室的床头柜、衣柜里放满了衣
服，里面有不少同款的毛衣、T恤，套
在外面的塑料包装袋也没有拆封。

在客厅的茶几上，一大盒卡片，
全部是银行或者贷款公司工作人员
的名片。

女子亲属
不知她买了这么多衣服
有人陆续投入数百万元

10日，李某的妹妹和前妹夫来到
了她家，作为民警搜查的见证人。

看着满屋新衣服，妹妹说，可能
李某10年也穿不完。“平时根本不晓
得她买了这么多衣服，她一直穿得很
朴素。”

在李某妹妹的印象中，姐姐并不
是大手大脚的人，过年给侄儿发红
包，最多的一次发了1000元。“我们一
年就过年聚一下，平时也不知道她在
做什么。”

李某的前妹夫说，未与李某的
妹妹离婚前，李某让他投资姐夫的
项目，他答应了，陆续投入了数百
万元。“中间有过怀疑，想要问问姐
夫到底是个什么项目，我前妻说难
道不相信她姐，于是我就打消了念
头。”

“后来她定期支付了利息，我也
就不再怀疑了。”李某的前妹夫说，他
没有想到，外表老实的李某，居然骗
了他们快5年时间。

受害人
被投资9亿大项目忽悠
借款从5万到100多万元

在资阳城区经营彩票店的付女
士，多年前通过李某的姐姐认识了李
某。当年，李某的姐姐在付女士彩票
店对面卖衣服，李某经常来玩，就认
识了付女士。

“她来店里买过几次彩票，但总
额不超过50元。”付女士说，直到2014
年，她突然开口向我借钱，“我当时没
有答应。”

此后，李某多次向付女士借钱，
李某称自己的老公在央企工作，在深
圳承包了大项目，涉及高铁和地铁的
隧道，总投资9亿元。

“看她说话和穿着，就是一个老
实人。”付女士说，最终她相信了李
某，借了5万元给她，“用她和她老公
的身份证复印件，写了一个欠条。”

此后，李某定期向她支付利息。
“拿到利息，又让我投进来，说可以多
赚一点。”付女士说，最后几张借条合
成一个，总数加起来超过120万元，因
为想到是9亿元的项目，几年内不可
能轻易完工，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产
生怀疑。

今年春节前后，付女士准备买
房，向李某催要本金。“当时她说这个
项目几年内完不了工，我的投资数额
大，走程序很麻烦，要分开退还本
金。”付女士说，分成几十万一个借条
后，李某仍未退还。

今年4月，付女士找到李某，进一
步催要本金。几天后，她得到消息，
李某迫于压力向警方自首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田雪皎陈远扬

新华保险
向成都2.7万名环卫工人
捐赠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27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矜）5月
9日，“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行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
型公益行动”续约捐赠仪式在成都
举行。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向
成都市27043名环卫工人捐赠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合计捐赠保额
27.043亿元人民币。

本次捐赠由新华保险通过其发
起设立的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为成都市天府新区、高新区、锦江区、
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等7
个中心城区环卫工人赠送意外伤害
保险。捐赠仪式现场，新华保险四川
分公司代表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向成都市环境卫生协会赠送保单。

据了解，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
金会“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
行动”今年将扩大到全国的100个城
市，覆盖环卫工人总数也将超过70
万人。“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是新华人寿保险公
益基金会成立后的首个主打公益项
目，自2017年8月22日起，该项目陆
续向太原、南宁、阳江等全国57个大
中城市的57.5万余名环卫工人，赠
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累计捐赠保
额超过575亿元。同时，基金会还开
展了志愿者联盟关爱活动、交响音
乐会专场演出、设立环卫工人驿站
等系列活动。截至2019年4月，该
项目已完成环卫工人理赔68例，支
付理赔金629万元人民币。

受工伤还被罚款12752元

法院：全部退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明明受了工伤，却被公司罚款12752
元，合理吗？法院判决，即使工伤事
故是由劳动者本人过错造成，用人
单位也应承担责任，成都某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朱阳工
伤事故罚款12752元。近日，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2018年度法
院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该案例
作为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入选其中。

朱阳在成都一公司从事铆装工
作。2016年7月29日，他在指挥吊运
塔机作业时，右手不慎受伤。经鉴
定，朱阳所受伤害为工伤，九级伤残。

2017年3月31日，该公司依据
公司内部制定的《工伤事故处理暂
行办法》，认定朱阳为工伤事故责任
人，以用人单位要对工伤进行赔付
为由，对朱阳予以罚款12752元。

随后，朱阳申请劳动仲裁，要求
公司退还其工伤罚款12752元。仲
裁裁决公司支付朱阳退还的工伤事
故罚款3725.82元。成都某公司不服
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
认为，成都某公司与朱阳建立了劳动
关系，朱阳在工作时受伤，并被确认
为工伤，应享受工伤待遇。工伤赔付
不以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为前提。

虽然成都某公司自定处罚规则，
对遭受工伤的劳动者处以罚款而变
相减轻其赔偿责任，这种做法违背劳
动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对
朱阳的罚款应全部予以退还。法院
判决：成都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退还朱阳工伤事故罚款
12752元。（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3000点有压力
问：上周五沪指高开，盘中冲高

回落，午后再度走高。你怎么看？
答：如笔者之前预期，上周市场

最终还是出现了报复性反弹，并且
我们在上周五还见证了A股的奇迹，
尽管盘中一度过山车，但最终各股
指均涨超3%，盘面上芯片、网络安
全、5G等板块上演涨停潮。截至收
盘，两市涨停115只，跌停1只。技
术上看，尽管盘中沪深股指再度刷
新调整低点，但最终在89日均线附
近企稳回升，并成功收复了失守11
日的5日均线；60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收复5小时均线，且60分钟MACD指
标继续保持金叉状态，但由于距离
60小时均线尚远，显示短期股指想
要重新恢复强势还有些困难；从形
态来看，调整低点已经探明，沪指短
期反弹压力在3000-3050点附近，由
于市场成交仍未恢复，因此缺口压
力并不可能一次突破。期指市场，
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期
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增加。
综合来看，尽管靴子落地，但贸易摩
擦依然牵动市场脆弱的神经，不过
可以预期的是，当下处于协议最后
阶段，任何结果管理层均有相应的
对策，因此投资者不宜过于悲观。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以4.15元买
入六国化工20万股，之后以4.23元卖
出20万股；另以13.64元买入华工科技
6万股，之后以13.94元卖出6万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30万股，大冶特
钢（000708）4万股，鄂尔多斯（600295）
6.5万股，天银机电（300342）10万股，
华工科技（000988）6万股，天邑股份
（300504）3.8万股，六国化工（600470）
20万股。资金余额3322784.58元，总
净值9362104.58元，盈利4581.05%。

周一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钢、
鄂尔多斯、天邑股份、天银机电、华工
科技、六国化工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如今，不少家庭在购房时，都会为
自己的爱车在小区内购买停车位。但
是，如果车位出了问题，无法使用，又该
怎么解决呢？成都的何先生最近就遇
到这样的麻烦事。

2018年，何先生与某开发公司签订
《车位购买合同》，购买位于某小区负一
层的车位，车位套内面积12.12平方米。
随后，何先生采用一次性付款的方式，
付了车位费9.5万余元。正式交付车位
前，何先生到现场试停车，却发现了一
个大问题，“车位设计不合理，若对面停
放车辆后，这个车位根本停不进去也开
不出来车。”为此，他多次与开发公司协
商，但他更换符合合同要求、能够正常
停车的车位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

何先生一气之下将某开发公司告
上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退还车位
费。在庭审过程中，该开发公司以车位
设计合理且依法取得有效产权为由，拒
绝解除合同。而何先生则向法院提交
了自行测量的车位尺寸及平面图。该
车位长5.21米、宽2.55米，车位最外侧边

缘线距正对面停车位边缘线的距离为
4.93米。此外，根据照片可见，周边停车
位所停的普通家用车辆，车头均超出车
位最外边缘线。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对车位的具
体尺寸、位置等进行明确，属于合同法
所规定的质量约定不明的情形。因此，
当双方对车位是否符合使用标准发生
争议时，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进行履行。“本案中，案涉车位后退停
车的通（停）车道最大宽度为4.93米，明
显低于行业标准5.5米。”同时，从何先生
所提供的照片可见，对车位的正常使用
存在影响。因此，案涉车位不能完全满
足行业标准，达不到一般使用目的，故
何先生诉请解除合同并要求某开发公
司退还车位款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
持。

关于何先生主张的损失问题，法院
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某开发
公司应于2018年5月26日前将案涉车位
交付给原告，因案涉车位至今不能实现
交付使用，某开发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何先生在此期间另行租用车位所
产生的停车费560元，以及车位款资金
占用损失应当由该开发公司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何先生与某开
发公司签订的《车位购买合同》，该开发
公司向何先生返还车位款95200元、相
应的车位款资金占用损失，以及停车费
损失560元。
武法宣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停不进开不出
9.5万元买个“假”车位

法院：解除合同 退款赔钱

45岁女子李某说，她绷不住了，
只好向警方自首。

此前5年，与丈夫两地分居的李
某，向认识的人谎称，丈夫在深圳运
作一个大项目，需要筹措资金，并可
以支付高利息。

凭借自己和丈夫的身份证复印
件，再打上一个借条，李某从最初民
间借贷5万元，到最高借贷300余万
元。4月21日，李某告诉警方，她的欠
款额已高达4700万元。

这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去了哪
里？李某说，一部分用于拆东墙补
西墙，偿还借款利息，剩下的则用于
消费。

5月10日，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
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持搜查令，对李
某家进行搜查。打开客厅大门，就
看见堆放了1米多高、4米多宽未拆
的包裹。在她的卧室，床、衣柜和阳
台上，堆满了购买的衣物，同一款式
的衣服、鞋子，常常有10多件，而且
尚未拆开包装盒。

在邻居和亲朋眼里，李某显得
朴素和老实，她常年穿着同样款式
的牛仔衣裤，好像从来没有买过新
衣服，一点也不张扬。

目前，李某涉嫌集资诈骗已被
刑事拘留，警方初步核实的受害人
超过50人。

女子涉嫌集资诈骗上千万元
网上疯狂买衣物却只囤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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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搜查发现大量的UGG鞋子。

手绘车位图。

未拆包装的快递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