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17 日，崇明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诈骗案。4 月 3
日，崇明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汪某某、
叶某某、李某某作出判决。该案系
崇明地区首起“套路贷”诈骗案件。

据了解，2016 年 12 月 19 日，黄
某某经人介绍，至崇明区一公司内，
向被告人汪某某借款 35 万元。汪
某某以还款保障为名虚增借款金
额，通过银行转账制造借款 70 万元
的流水痕迹，并由黄某某签署金额
为 70万元的借据，借款期限至 2017
年 1 月 19 日。嗣后，黄某某转账支
付利息 10.5 万元。2017 年 8 月，被
告人汪某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黄某某归还借款本金 70 万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

2016 年 12 月 24 日，黄某某经
人介绍，再次至崇明区某地，与被告
人李某某、叶某某谈妥向叶某某借
款 25 万元。被告人李某某、叶某某
以还款保障为名虚增借款金额，通
过银行转账制造借款 50 万元的流
水痕迹，并由黄某某签署金额为 50

万元的借据，借款期限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嗣后，黄某某转账支付利息 5
万元。2017年 8月，被告人叶某某、李
某某经商议，以叶某某名义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黄某某归还借款本
金 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据介绍，“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
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

“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
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
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
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
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
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
概括性称谓。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套路
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情形：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犯罪嫌疑人
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借贷平
台”等名义对外宣传，以低息、无抵押、
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被害人借款，
继而以“保证金”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

人基于错误认识签订金额虚高的“借
贷”协议。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
实 犯罪嫌疑人按照虚高的“借贷”协
议金额将资金转入被害人账户，制造
已将全部借款交付被害人的银行流水
痕迹，随后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中全部
或者部分资金收回，被害人实际上并
未取得或者完全取得“借贷”协议、银
行流水上显示的钱款。

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
约 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以设置违约陷
阱、制造还款障碍等方式，故意造成被
害人违约，或者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强
行要求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当被害人无
力偿还时，犯罪嫌疑人会安排其所属
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人员为被
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
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

软硬兼施“索债”在被害人未偿
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
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
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

人的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

法官提醒：
“套路贷”犯罪危害群众利益、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
害性。因此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到银行
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不要轻
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
布的贷款信息。

提高自身防范意识 遇到出借
人要求通过转账制造假流水时，果
断拒绝，并向银行工作人员或其他
人员求助。

及时止损，果断报警 发现被
“套路贷”后，或者受到黑恶势力暴
力恐吓、骚扰滋事的，要及时报警，
固定证据。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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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贼”灌醉继父

趁机偷走钱财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前不久家
住横沙的杨老伯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糟
心事。

一天杨老伯在家里整理物品时发
现多张银行存单不见了，急忙报警。
接警后，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发现从银
行取走杨老先生存款的竟是其继女黄
某，但黄某取走存款的行为，杨老伯并
不知情。警方随即对黄某上网追逃。

今年 5 月 23 日，在外区警方的协
助下，黄某终于到案。经警方询问，黄
某对盗窃杨老伯钱款的行为供认不
讳。据黄某交代，其因过度消费曾经
问继父借过钱，但都被老人拒绝，于是
请继父喝酒，把老人灌醉，然后翻找出
老人的存单和身份证到银行把钱取
走。因杨老伯平时不经常查看存单，
所以黄某前后 3 次盗窃均没有被及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黄某称已将盗窃所
得钱款全部挥霍一空。

现犯罪嫌疑人黄某已被崇明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
老年人的存款是养老钱、看病钱，

作为家人、晚辈要尊重老人的意愿，不
该对老人的钱款存有非分之想，更不
能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家庭成员盗窃、诈骗、抢夺、侵占、勒
索、故意损毁老年人财物，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崇明法院宣判首起崇明法院宣判首起““套路贷套路贷””诈骗案诈骗案

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上接1版）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
巩固。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自觉将

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和区委决
策部署上来；要切实加强配合支持，以
虚心诚恳务实的态度，主动接受督导，
紧密配合支持督导，为督导工作顺利

开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切实抓好整改
落实，对于督导组发现、指出、转办的
问题，要照单全收，做好督促指导，确
保整改到位；要切实强化长效管理，坚
持严打高压、标本兼治，注重源头治
理，深化平安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

创新，有效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
的浓厚氛围，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
滋生的土壤，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齐鸣

崇明岛堡镇港北等
四座水闸外移工程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公告

崇、启、海三地检察院联合发布白皮书
日前，崇明检察院、海门检察

院、启东检察院联合发布《北长江口
生 态 检 察 白 皮 书》，该 白 皮 书 对
2016 年—2018 年三地检察机关办
理的破坏生态环境类案件进行系统
梳理，深入分析案件特点和突出问
题，为下阶段生态检察服务大局、惩
治犯罪、保障民生提出具有前瞻性、
有效性、实用性的建议。

据了解，近年来崇明、海门、启
东三地检察机关主动融入生态文明
建设大局，坚持立足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综合运
用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手
段，着力开展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

法、社会化治理，努力筑牢北长江口生
态环境保护屏障。

《白皮书》显示，2016-2018 年，北
长江口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均先后
实行了集中管辖，检察机关受理移送
审查起诉的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共
153件 389人，主要涉及非法捕捞水产
品、非法狩猎、污染环境、非法猎捕、杀
害、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
罪名。上述案件又以非法捕捞水产品
犯罪居首，且随着执法司法机关对破
坏环境资源案件打击力度的加大，相
关案件数量持续增多。另外，犯罪手
段多为电击捕捞水产品、架设挂网诱
捕或用农药浸泡过的稻谷毒杀鸟类、

向长江铺设暗管排污、私自处理、填埋
固体废物等，犯罪成本低、手段原始，
但危害后果严重。上述案件中，犯罪
主体年龄结构因地域不同呈现一定差
异，同时存在“家庭式”“团伙式”共同
犯罪、在禁渔期“顶风作案”等现象。

据《白皮书》介绍，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以来，三地检察
机关共获取破坏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 170件，立案 74件，主要为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共向行政机关制发诉
前检察建议 60 份，对 7 件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提起诉讼。

《白皮书》指出，针对当前面临的

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部分公益
诉讼案件管辖权与发生地分离、检
察监督刚性有待提升、与行政执法
衔接、生态修复、跨地域办案等机制
有待完善、生态检察监督力量不足
等问题，接下来，崇明、海门、启东三
地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树立“一体化”
意识，加强协作配合，完善制度机
制，强化检察监督，注重人才培养，
参与环境综治，广泛争取理解支持，
切实推动北长江口生态环境进一步
优化，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大局，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检
察智慧和检察力量。

□ 记者 沈俊

（一）《崇明岛堡镇港北等四
座水闸外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

查阅方式：
1.网络链接：http://xxgk.eic.

sh.cn/jsp/view/index.jsp
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址：崇

明区水务局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1.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1）地域范围包括：向化镇、

中兴镇、港沿镇和竖新镇；
（2）敏感区范围包括：崇明东

滩自然保护区、刀鲚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
然保护区、崇明岛周缘北湖重要
湿地；

2.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见上面的网络链接

方式；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1.填写公众意见表（从网络
上下载表格）

2.建设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夏小娟 021-66614560-6328

3.环评机构联系人及电话：
闫芊 18019707893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公告时间）

2019 年 5 月 29 日 ——2019
年 6月 11日

建设单位：上海市堤防（泵
闸）设施管理处

（上接1版）唐海龙来到富民小区
兴贤街 35 号楼，实地察看加装电梯运
行情况。该项目于 2018 年末开工建
设，今年4月28日经验收合格正式投入
使用，是崇明首台交付使用的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唐海龙乘坐电梯来
到4楼居民陆一凡家中，关切询问他加
装电梯后生活情况。陆一凡告诉区领

导，随着年龄增长，上下楼成了难题，现
在终于圆了“电梯梦”，感谢党和政府为
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随后，唐海龙来到新崇中路 57-3
号楼，实地察看在建的加装电梯项
目。该幢房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共
6层 12户，此楼加装电梯项目于今年 4
月开工，预计 7 月交付使用。唐海龙

详细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与相关部门
负责人一同研究加装电梯相关问题。
据介绍，自加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城
桥镇已完成意见征询 48 个、项目立项
38台、开工建设 10台、竣工交付使用 1
台，预计今年底可完工 30台。

座谈会上，城桥镇汇报了本镇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进展情况，并从
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开放式小区电梯运
行安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区住房保

障房屋管理局、电梯公司等作交流发言。
唐海龙对本区加装电梯工作取得

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强调加装电梯工
作是十分重要的惠民举措，要切实解决
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施工安装、运营维护
等方面问题，推动好事落地，干出水准、
走在前列，让崇明百姓享受到更多生态
发展的红利。要突出主体责任，系统研
究、强化监管，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确保加装电梯工作取得实效。

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坚固防线

（上接1版）《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委国
家安全委员会 2019 年工作要点（送审
稿）》。

唐海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意识，全面学习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中
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国家
至上理念，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
各项安全工作。

唐海龙指出，当前，崇明正处于
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一个政治
安定、社会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要
聚焦重点领域，着力防范化解各类安
全风险，切实维护好崇明的政治安

全、舆论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
生态安全。其中，生态安全尤为重
要，是崇明发展的生命线，必须牢牢
摆在首要位置，对所有破坏生态环境
的，一律拒之门外、一律坚决整改、一
律坚决打击。

唐海龙强调，要严格落实责任，筑
牢维护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区委国家
安全委员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让
中央和市委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相关要

求、精神和任务真正在崇明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要严格各级党委党组主体
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履职
尽责，带头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
责任和义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朝晖，区
委常委、人武部部长王晓军，副区长谷
继明，以及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各委
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上接1版）唐海龙强调，对于农
民集中居住工作，要抓认识到位。这
项工作是市委、市政府明确的全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一项
惠民工程。要通过推动这项工作，让
老百姓住到学校附近去，住到菜场附
近去，住到医院附近去，住到有完善的

公共服务的地方去。这是一项美化工
程。要在优化生态环境的同时，美化
群众的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这是一项绿色发展工程。随
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
也在改变，我们要科学谋划、合理布
局，让农民集中居住成为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
唐海龙强调，对于农民集中居住

工作，要抓落实到位。要宣传到位、建
设到位、管理到位。要让老百姓弄懂
政策、自主选择；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
来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同时把好工
程质量关，严格落实责任制。

唐海龙强调，对于农民集中居住
工作，要抓协调到位。这是一项创新

性的工作，各乡镇各部门之间要形成
相互沟通学习、取长补短的机制。要
统筹好土地及资金问题，在推进过程
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以质量为先、品质为先，更
好地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

各乡镇党委书记还书面汇报了上
半年本乡镇的亮点工作。

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红利

崇明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