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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街头，她用剪刀刺向前夫情人
受伤女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冒充“银行客服”发木马链接
男子轻信后
“被转账”12 万元

洛阳警方远赴深圳抓获嫌疑人，涉案金额 150 万元
□记者 吴俊池 通讯员 李保宏

民警淋着雨
在打捞作案
工具

作案剪刀

□记者 李钰 陈沛 通讯员 杨建朝 冯银 文图

核心提示 | 洛阳市已婚男子小军（化名）回乡偶遇同村
女子小花（化名），交往中发展成情人关系，这段见不得人的恋
情让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小军妻子小兰（化名）愤怒不已，在
小军承诺“以后不来往”的保证后，小兰却发现他们依然秘密
保持来往，多次争吵无用下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
深爱小军的小兰认为，是小花的介入使这个原本美满和
谐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遂产生报复心理。小兰向小军表达
了复合的请求被拒绝后，她将小花约了出来，用剪刀多次扎向
小花脖颈处，最终小花因失血过多离开人世。

事件 |
雨夜街头，女子满身是血倒在雨中
4 月 26 日晚，洛阳市区普
降大雨。邙山派出所巡逻警车
行至春都路民航大厦时，发现
一名男子正在雨中疯狂地拦截
着过往的车辆。
民警立即下车询问，
发现该
男子怀里抱着一名浑身是血的
年轻女子，
而在不远处另一名年
轻女子则一动不动站在雨中。
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
同时将现
场人员控制并将受伤女孩送往

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抢救。
由于受害人失血过多，经
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后死亡。医
生表示，受伤女子被送来的时
候，已经没有意识了。邙山派
出所所长杨建章立即启动命案
侦破机制，政委肖宇迅速带领
值班人员赶赴现场展开工作。
经初步询问，在现场的另外一
名女子对自己用剪刀捅死受伤
女子的行为供认不讳。

追溯 |
第三者的介入让丈夫远离妻子和孩子
据犯罪嫌疑人小兰供述，
2010 年，19 岁的她与大她 1 岁
的丈夫小军结婚。3 年内小兰
就为这个家庭添了两个可爱的
小宝宝。
然而，这一切却因为小花
的出现而改变了。
“ 小军和小花
是同乡，我丈夫在回老家的时
候，认识了她。”小兰交代，小军
与小花相识后相互交换了联系
方式，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密切
联 系 起 来 ，一 次 ，小 兰 偶 然 发
现，自己的丈夫与小花已经不
再是单纯的朋友关系，而是情

人关系。
小兰不停地追问小军，自
知理亏的小军也承认了与小花
的交往，同时小军与小花向小
兰表示以后将断绝来往。小兰
接受了他们的保证。可好景不
长，细心的小兰发现，小军和小
花二人在私底下依然保持密切
的联系。
多次要求二人断绝关系未
果后，2015 年年初，小兰向小军
提出了离婚。本以为丈夫能看
在两个孩子的分上回头，
可小军
却真的与小兰签订了离婚协议。

结局 |
满心的仇恨
让她走上了不归路
离婚后的小兰依然住
在小军家，公婆还带着自
己的两个孩子。看着年幼
的儿子，小兰的心中始终
认为是小花破坏了她的家
庭。同时，她也希望能够
和前夫和好如初，给孩子
一个美满的家庭。
4 月 26 日下午，小兰
将小军约出来后，在某宾
馆进行交谈，希望小军能
回心转意，但是让小兰绝
望的是，小军拒绝了她复
合的请求。交谈中，小军
意外地发现小兰手提包中
的水果刀，就将刀折成两
段扔在宾馆里的两处垃圾
桶中。
然而，出了门的小兰
又去商店买了一把剪刀藏
在身上。小兰约出了小
花，小花表示自己会退出，
不再与小军发生纠葛。害
怕出事的小军随后也赶到
两名女子相约的地方，但
是让小军没有想到的是，
小兰突然掏出剪刀，对着
小花的脖颈处连续捅了七
八下，反应过来的小军再
去夺剪刀时已经来不及
了。受伤的小花随后被送
医，
但最终不治身亡。
目前，小兰因涉嫌故
意杀人已被邙山派出所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本 报 讯 去 年 12 月 14
日，洛阳市民孟先生轻信“银行
客服”号码发来的短信，点击手
机发来的网址后，卡内的 12 万
元瞬间被转走，经过民警的多
方奔波，
此案成功告破。
去年 12 月 14 日，在老城
区经营干果生意的孟先生接到
一条来自某银行“客服”的短
信，称其卡内积分已经满了，可
登录短信内网址链接兑换现金
2000 元，
“ 如果过期不兑换的
话，卡内的积分就清零了”。见
到银行客服的电话，孟先生便
点开链接，按照指示进行操作，
其间还收到一条内含动态验证
码的短信，同时输入了他的银
行卡密码。刚输完密码，孟先
生的手机上就接到一条银行卡
交易短信，2 万元被分批转走，
随后有多笔转账，一共被转出
12 万元。
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于
今年 2 月 3 日南下深圳，通过
当地银行的监控记录和银行卡
交易记录，将几名年轻人列入
嫌疑人范围。

民警发现，涉案的几张银
行卡，经常在一个固定的便利
店刷卡购物，便利店店主称，几
个年轻人都是常客，没几天就
来一次，民警决定在便利店进
行蹲守。经过 2 次蹲守，将嫌
疑人郭某、张某某抓获。
随后，民警在他们两人的
租住地搜出银行卡 131 张，
“卡
都是真实姓名、身份证开卡，还
贴有开户人的姓名和银行卡密
码，根据记录查询，涉案金额达
到 150 万元”。
5 月 4 日，郭某、张某某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另外 3 名
嫌疑人已被警方上网追逃，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从洛阳市公安局获
悉，春节过后，洛阳市诈骗警情
持续增多，且网络电信类诈骗
发案尤为突出，民警提醒，假冒
移动运营商或者银行客服发送
带有链接的短信进行诈骗，是
典型的电信诈骗手段，
“对于中
奖、积分兑换、领取奖品、交通
违规等短信，要提高警惕，谨防
上当”。

文身露马脚
4 名入室盗窃
“蜘蛛侠”落网
□记者 陈沛 通讯员 魏孝群
本报讯 今年 4 月下旬以
来，4 名外地来洛的青年昼伏
夜出，当起了攀爬入室盗窃的
“蜘蛛侠”，南昌路派出所民警
经过仔细排查，根据其中一名
男子左臂的文身，一举将该团
伙摧毁。昨日，记者从南昌路
派出所获悉，该团伙 4 名犯罪
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月下旬，南昌路派出所
辖区某居民小区发生攀爬入
室盗窃案件。案发后，案件大
队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现场
勘查、调查访问和重点区域加
强巡逻防范、蹲点守候等侦查
措施，也同步全面铺开。侦查
人员结合案发时间段等现场
条件，从海量信息中层层筛选
出有价值的重点信息，从中初
步确定作案嫌疑对象为 4 人。
正当侦查工作紧锣密鼓进
行之时，4 月 29 日凌晨，该所辖
区天津路某家属院再次发生类
似作案手段的攀爬入室盗窃案
件。专案人员经对比，发现与
前一起盗窃案为同一伙人所
为。
经进一步扩大搜索、调查
范围，侦查人员以案发现场为
中心，向四周辐射侦查，发现 4
名男性嫌疑对象作案后乘坐一
辆汽车离开现场，并在金谷园
村附近落脚。

侦查后，民警结合前期从
现场周边获取的信息，确定了
两名嫌疑对象的体貌特征信
息：一人爆炸头、左臂露出文
身，另一人高个子、头发短，均
穿黑色衣服。专案组迅速调集
十余名警力，分组对金谷园村
开展拉网式调查，对有类似文
身的男子进行重点排查。
经过昼夜布控守候，30 日
中午，侦查人员发现一名身穿
黑衣服、留爆炸头、左臂有与嫌
疑人一样文身的可疑男性进入
金谷园村一饭店内。与此同
时，另一组也在村中发现着黑
衣服、高个子、短发可疑男性进
入某诊所。为慎重起见，经再
次对比视频和图片，确认为嫌
疑对象，专案人员同时行动，分
头将各自嫌疑对象及其同行人
员控制盘查。经审查甄别，两
组对象就是警方要找的四名犯
罪嫌疑人。
经到这伙人位于金谷园村
的租住处查看，发现和缴获了
失主家被盗的照相机、手机、手
链、首饰等赃物。经审讯，该四
人对凌晨攀爬管道、翻窗入室
盗窃作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