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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机取款后忘拔卡 被人取走 3 0 0 0 元

晨报讯（记者 贾正威）12 月 15 日

下午，在山城区工作的王先生到春雷路

某银行 ATM 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后，忘

记了拔银行卡，被紧随其后的一名男子

分两次取走 3000元钱。19日上午，王先

生查看银行的监控录像发现， 顺手牵

“钱”者是一名 40 岁左右的瘦高个儿中

年男子，该男子取钱后，将王先生的银

行卡扔在了自动取款机附近，一位老年

人捡到后交给了银行保安。

王先生介绍，15日下午 4 时 30 分，

他来到山城区春雷路上的某银行 ATM

自动取款机上取款。 刚取完钱，王先生

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在接电话的过程

中，王先生一时大意，忘了拔出还处于

操作界面的银行卡就匆匆离开。18日晚

上，王先生发现银行卡不见了，这才想

起 15 日取钱时没有从 ATM 机中拔出

银行卡。 当晚，王先生到 ATM 机处寻

找银行卡，没有找到。

19 日上午，王先生来到 ATM 机所

属的银行进行咨询。在查询过余额和操

作记录之后， 王先生发现，15 日下午 4

时 34 分他本人取过钱后，4 时 35 分及

4 时 36 分， 王先生的银行卡上分别有

2000元和 1000元两笔取款操作。“我当

时就想，会不会是后边取钱的人顺手从

我卡中取走了这 3000 元钱。 ” 王先生

说。

随后， 银行工作人员查看监控录

像，证实了王先生的想法。 监控录像显

示，王先生取钱离开后，一名 40 岁左右

的瘦高个儿中年男子用王先生的银行

卡进行了取款，然后将银行卡扔在了自

动取款机附近，一名老年人捡到后将其

交给了银行保安。

“我和家人在山城区做小本儿生

意，收入本来就不高，得知辛苦挣来的

3000元钱被别人取走后，家人都非常着

急。 ”王先生说，他正在向山城区警方和

自动取款机所属银行寻求帮助。

王先生遭遇的事情，本报也曾经报

道过类似案例。 律师介绍，根据《刑法》

相关规定，该男子顺手牵“钱”的行为涉

嫌信用卡诈骗，如果当事人没有投案自

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可判处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如果该男子主动自首退

赃，可以获得从轻处理。

会网友被困宾馆

女孩儿躲厕所打 1 1 0 获救

晨报讯（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12 月 16 日 16 时 15 分， 淇县

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个女孩儿的求助：

“我现在是躲在厕所里打电话， 我今年

17 岁，家是外地的，现在被坏人关起来

了。 我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你们

快来救我。 ”话毕，电话即被挂断。 接警

员立即回拨该电话，但一直无法接通。

电话中，女孩儿的声音很小，情绪

非常激动，声音一直在颤抖。 仅凭这个

报警电话，想要确定女孩儿的位置非常

困难。 于是，警方一边在淇县县城展开

搜索， 一边继续试图与女孩儿取得联

系。

当日 20 时 10 分，女孩儿再次打来

电话，在接警员的细心询问下，女孩儿

说她在淇县 107 国道附近的一家宾馆

里，旁边有银行和 KTV。 随后，电话再

次被挂断。接警员立即将此信息通报给

朝歌派出所及刑警三中队民警。

20时 30分， 刑警三中队民警在一

家小型宾馆找到了该女孩儿，成功将其

解救。

原来，女孩儿是汤阴人，把她关起

来的男子刘某是鹤壁人，今年 20 岁，二

人是网友。 当日下午，女孩儿只身来淇

县与刘某约会，没想到，刘某一见到女

孩儿便不让其离开， 女孩儿谎称上厕

所，在厕所里拨打了 110。

目前，民警已通知女孩儿的家属来

淇县接女孩儿回家。由于刘某没有对女

孩儿造成伤害，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

育。 （线索提供：赵庆军）

未经前妻同意

前夫卖掉共有房产

律师：交易无效

晨报讯（记者 渠稳）12 月 17 日，山城区的周

女士向记者反映，近日，她前夫在没有经过她允许

的情况下，把位于山城区长风路中段的一套商品房

卖了，但这套房子是她和前夫的共同财产。

据周女士介绍，2011年年初，因为感情不和，她

和前夫协议离婚。 当时，二人对山城区长风路上的

商品房的归属有异议。“最终，我们决定这套房子归

我们俩共同所有，等女儿长大了作为女儿的嫁妆。 ”

周女士说，离婚后，她搬回了娘家，前夫则搬到了淇

滨区居住。“上个星期，我无意中得知，那套房子里

住进了陌生人。 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前夫背着我将

房子卖了。 ”周女士说，她从买房人处得知，这套房

子是 2011年年底， 周女士的前夫以 11.5 万元的价

格卖的。

“前夫卖房竟然不跟我说，他无权在我不知情

的情况下单独售卖这套房子。 ”周女士说，她想让前

夫把这套房子从买房人手中收回来。

随后，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一位律师，他告诉记

者，根据离婚协议，这套房子属于周女士与前夫的

共同所有，所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都无

权单独处置这套住房。周女士的前夫和买房人虽然

签订了售房合同，但是该合同属无效合同，买房人

应该退还房产。“周女士的前夫存在过错，所以，买

房人可以要求周女士的前夫在退还 11.5 万元购房

款的同时，对就此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与此同时，

买房人还可以要求周女士的前夫按照 2012 年的银

行存款利率讨要利息。 ”该律师说。

（线索提供：张洪顺）

工商人员来电收取资料费？

小心，这又是电信诈骗！

晨报讯（见习记者 王风娇）近日，

我市某商务洽谈公司的老板秦先生频

频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对方

声称是淇滨区工商分局的王科长，强迫

秦先生买一套内部资料， 如果不买，秦

先生的公司将不能通过年检。 18 日下

午，秦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将此情况反映

给记者。

不买资料，公司无法通过年检

据秦先生介绍，该男子的来电号码

刚开始显示为 3328085， 后来就变成

18067366316。 连续几天，该男子每天都

会给秦先生打两个电话，而且语气越来

越强硬， 多次催促秦先生把 1700 元的

资料费打进一个户名为华国忠、号码为

6210811597100096182 的建行卡内，否

则秦先生的公司将不能通过年检。

“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对劲儿。 ”秦先

生说，他原来也办过一个公司，可从来

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于是，秦先生打

电话给该男子，称他已经来到淇滨区工

商分局门口，并询问他的办公室具体楼

层，以便直接用现金购买资料。 但该男

子以单位人多、不方便接钱等理由拒绝

与秦先生见面。

记者拨打电话戳穿骗局

18日下午 4时 52 分， 记者拨打了

18067366316， 一名操南方口音的男子

接听了电话。 记者随便编了一个名字，

询问买资料的相关事宜。“跟你说了多

少遍了？ 怎么那么多废话？ 让你打钱就

打钱， 我现在很忙， 明天你再打过来

吧！ ”话音刚落，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19日上午 11时 55 分，记者用同一

部电话再次拨打了 18067366316， 接电

话者仍为一名操南方口音的男子，但明

显和前一天接电话的不是同一个人。记

者称已到达淇滨区工商分局门口，想当

面把资料费给他，可对方竟然无法提供

具体工作地点。 交谈中，该男子意识到

骗局被戳穿，便开始在电话中说起了脏

话。 随后，记者多次拨打 3328085，但一

直没有人接听。

工商部门：不会让商户

将钱打入个人账户

记者致电淇滨区工商分局，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局注册科确实有个

王科长，但是位女同志。

记者联系到王科长， 她告诉记者：

“我压根儿就没有给秦先生打过索要资

料费的电话。 ”王科长称，她也曾接到过

类似电话，不同的是，对方自称是税务

局的。 商户们如果接到类似电话，一定

要亲自到公司注册的工商局找工作人

员当面询问清楚。 工商局不会打电话向

注册的企业推销资料，更不会让商户把

钱打入个人账户。

玩微信

竟收到淫秽信息

民警：与信息发布者聊天将受处罚

晨报讯（见习记者 田思民）“微信色聊，包发

图，每星期 100元。”12月 18日，市民王先生向记者

反映，他在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微信软件时，竟然接

收到这样一条淫秽语音信息。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曾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

QQ 上接收过淫秽信息，没想到，如今微信里也出

现了。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内容，记者发现，相对于手

机短信等，微信中出现的淫秽信息更加露骨，不仅

有文字，还有语音、图片和视频等。 而且，用户对微

信中的淫秽信息无法提前判断，只有在阅读或收听

后，才能摸清信息的真实内容。王先生告诉记者，他

现在已经把手机里的微信软件删除了，主要为了避

免孩子看到类似信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微信作为一种新型聊天

工具，使用者多为年轻人，他们几乎都受到过类似

信息的骚扰。“经常收到些无聊的信息，有的内容还

很色情。 ”市民李先生说。

对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安局九州分局，一位民

警告诉记者， 微信中的淫秽信息带有诈骗性质，大

多是别有用心的人骗取钱财的手段。如果信息发布

者确实提供信息里所包含的内容，那么，微信用户

付费与信息发布者聊天，也要受到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