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辆黑色SUV穿梭在早高峰的车
流中，当行驶到成都新都区一路口时，
突然加速与前方左转专用道上直行的
白色小车发生碰撞，在白车驾驶员自觉
理亏准备赔偿时，民警上前将黑色SUV
的驾驶员依法控制了……

1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事故处重案侦查大队
了解到，这辆黑色SUV的驾驶员叶某在两
年时间内，已制造了上百起类似的交通
事故，专挑存在交通违法的车辆进行“碰
瓷”，并与修车厂老板唐某“合作”，从“私
了”赔偿和保险赔偿中牟利3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叶某因涉嫌诈
骗罪，已被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
捕。犯罪嫌疑人唐某系叶某涉嫌诈骗
罪共犯，被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成都交警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应守
法驾车、文明出行，自觉杜绝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事故隐患，也避免
留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时，针对这
种涉及机动车的违法犯罪行为，警方也
将依法严惩，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

现场挡获
碰瓷过程被警方全程记录

2019 年 11 月 27 日早高峰，叶某
如往常一样，驾驶自己的黑色SUV从
龙泉驿区的家中出发，一路途经天府
新区、高新区，金牛区等地，他不知道
的是后方有一辆警车始终在跟着他。

上午10点左右，在进入新都区后，
叶某的车速有了变化。在一路口处盯
上了前方的一辆白色小轿车，见到白车
在左转车道上违法直行时，他突然加速
冲了上去，并在快要碰到时偏转了一下
车头，与白车的尾部侧方发生擦挂，制
造了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擦挂发生后，叶某立即停稳下车、
拍照留证，流程十分熟悉。而白车驾
驶员知道自己存在交通违法，在理亏
之下同意靠边停车，双方协商处理。

“收网！”就在双方谈论“私了”的
赔偿金时，成都市交管局事故处重案
侦查大队的侦查员，当场将叶某控制，

他的这次碰瓷经过也被警方全部记录
了下来。

异常预警
一个月报了10余次保险

叶某不知道的是，早在2019年夏
天，他就已经被警方盯上了。2019年
8 月，成都交警大数据研判分析系统
接连发出异常预警，一辆号牌为川
A×××××的黑色 SUV，在多个月
内频发交通事故，不仅如此，在所有的
双车事故中，该车都基本无责。

成都交警与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
取得联系，对该车的各保险理赔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近两年来，该车的
保险报案次数最多时一个月有 10 余
次，十分异常。

“异常数据表明，这里面有不为人
知的秘密。”随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事故处重案侦查大队成立专案
组。调查发现该车常在早高峰时段，
出没在商业办公写字楼集中区域，见
到其它车辆出现易造成交通事故的违
法行为时，便会加速上前“碰瓷”，造成
对方负全责的交通事故。

“一般都是小擦挂。”民警说，金额
不大，都赶着上班，大部分人都同意私
了或到快处中心处理。

碰瓷经历
与修车厂“合作”牟利30余万

面对警方的大量证据，叶某如实

交待了犯罪事实。
2017 年 6 月，叶某驾车与一辆违

法行驶的小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按程
序处理后，他将车开到汽修厂维修，在
保险索赔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条从
保险公司赔付的修车费中套取现金的

“捷径”，“当时觉得可以赚一笔。”
有着网约车经验的叶某，在对方

车辆出现不按规定变更车道交通违法
时，故意加速靠上去发生车辆擦挂的
方式，频频制造自己无责任的轻微道
路交通事故，要么现场私了，要么走保
险赔偿。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叶某与某
修理厂的负责人唐某长期通过只定损
不修理车辆等方式从中获利。今年1
月9日，专案组民警将汽修厂负责人唐
某抓获归案，唐某对与叶某的“合作”关
系骗取保险理赔金的行为供认不讳，唐
某后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专案组调查核实，叶某以“碰
瓷”的方式，共计制造了上百起交通事
故，涉案金额高达30余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 摄影报道

警方现场挡获碰瓷者叶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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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3日开奖结果
体彩

超级大乐透第20006期全国销售
274628114元。开奖号码：09、22、25、31、
32、08、12。本期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106
注，单注奖金118123元，追加28注，单注
奖金94498元；三等奖基本153注，单注奖
金10000元。，1474266993.99元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20013 期 全 国 销 售
18718216元。开奖号码：081。直选全国
中奖3671（四川303）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
10287（四川568）注，单注奖金173元。
22494897.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013 期 全 国 销 售
11828916元。开奖号码：08107。一等奖
24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1021139.2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05期全国销售
3804412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31000313303，一等奖511（四川22）
注；二等奖10730（四川42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05期全国销
售 24141710 元 。开 奖 号 码 ：
33031000313303，全国中奖23714（四川
119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05期
全 国 销 售 127222 元 。开 奖 号 码 ：
331033110000，全国中奖26（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05期全国销售
1274012元。开奖号码：30120113，全国中
奖108（四川7）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1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良
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
良；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8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
良：广安、巴中、资阳、内江、西昌、宜
宾、泸州、达州、攀枝花、乐山、眉山、自
贡、雅安、遂宁、德阳、绵阳、南充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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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我还以为找不回来
了，结果一分钱都没少。”1月9日，成
都公交集团天府公司 510 路调度室
内，63岁的袁女士从调度员手中接过
一沓现金，不住道谢。

当天上午 8 点过，袁女士在桂溪
公交站上了一辆 510 路。途经中和
时，她看见路边有菜市场，便临时决定
下车。由于走得急，她把一个绿色条
纹的手提饭盒袋落在了车上。

“逛着逛着，发现手上是空了，一
下就急了。”那个袋子里，放着准备存
银行的两万多现金。

此时，那辆510路公交车上，一位
乘客发现了座位上的手提饭盒袋，并
交给了驾驶员赵龙刚。“我广播问了车
上的乘客，都说不是自己的。”想着之
后失主可能来寻找，赵龙刚将包放在
了驾驶座旁，准备上交给车队。

抵达终点站华阳客运站后，他试
图寻找失主的信息，遂打开手提袋，却
发现里面有一沓现金，还有一张银行

卡——经车队工作人员共同清点后确
认，共有人民币25714元。然而，除了
现金和银行卡，手提袋内却无任何的
身份证件。这让工作人员有些犯难。

就在这时，袁女士来到了华阳客
运站，称自己坐车时将装有现金的包掉
在了公交车上。由于太着急，她甚至记
不清自己坐的是510路还是501路。

车队工作人员在警方的身份信息

审核及证明下，通过车载视频回放，查
看到袁女士上车及下车时段监控，并
最终将现金全数归还。

在清点了手里的现金后，袁女士
连声道谢，并拿出 600 元想要表示感
谢，现场工作人员和驾驶员当场婉言
拒绝。“将乘客的物品完好归还，这是
我们该做的。”赵龙刚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工作人
员将现金全
数归还。
受访者供图

职业“碰瓷哥”被捕
两年内制造上百起交通事故，涉嫌诈骗30余万元

两万多现金落公交车上 找到时分文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