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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盛馨仪）
22 岁的南阳女孩儿郭某来到郑州打工，先
后应聘了9家美容美发店，但都是应聘后就
走。原来，她只是以应聘为幌子，趁机盗
窃。用此办法，郭某从这 9 家店内盗走了 4
万余元。近日，因涉嫌盗窃，郭某被郑州市
中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1月，来郑州打工的郭某身上的钱
基本花完了，就想出去偷一些钱用。此前
她在美容美发店上过班，对美容美发店的
工作状况比较了解，知道这些店对钱物保
管比较松散，就想从这些店面入手盗窃。

她先从网上筛选出一家正在招聘的美

容美发店，然后坐车来到郑东新区找到这
家店。到店里她找到老板，说自己想应聘，
对方说刚到店里工资很低，郭某说可以接
受。很快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店老板答应
接收她，并直接带她一同去买菜。

买菜回来后，店老板将钱包放进手提
包，并把手提包放在了吧台。随后店老板
就进店内安排做饭。此时，店内只有郭某
自己，她随即快速将手提包拿到厕所，从里
面找出钱包，发现里面有厚厚的一沓钱。
她把钱包放在厕所，将钱塞进口袋。然后
告诉店老板她去买个手机卡，然后就走出
店外打车离开。过了一会儿见郭某没有回

来，感觉事情不对的店老板出来才发现自
己钱包内的8700元被盗了。

一次作案得手，让郭某信心大增。此
后她频频作案，连续到郑州市内多个美容
美发店应聘，因其朴实的长相和诚恳的态
度，使得店内老板均未警觉。她不但盗窃
店内营业款，还对客人的钱财进行盗窃。
2 月份，郭某作案 3 起，3 月份，郭某连续作
案 5 起，9 起案件郭某共盗窃 4 万余元。
郭某最终在 3 月底的一次盗窃中被发现
扭送公安机关。

近日，因涉嫌盗窃，郭某被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本报焦作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刘翠
萍 张杰）来自甘肃省白银市的 90后小伙蒋
某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有经济来源
的他盯上了网吧睡觉人，一次盗窃尝到甜
头后，竟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盗窃，
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班房。

经审查，蒋某 1993 年出生，小学毕
业 后 就 跟 随 父 亲 到 焦 作 打 工 ，然 而 嫌
脏嫌累的蒋某却不去工地干活，每日东
逛逛西晃晃，啥工作也不干。因此，他经
常伸手向父亲要钱，但父亲给的钱远远
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久而久之，父亲看
不惯儿子无所事事的样子，便不再给钱，

并以此激励儿子找份工作。但游手好闲
已成习惯的蒋某哪里愿意找工作，觉得
打工辛苦还要受管理。他在一次上网的
时候发现旁边的上网人员把手机放在桌
上酣然大睡，而这样的人在网吧里太多
了。受此启发，蒋某便打起了偷网吧睡
觉人的主意。

2014年 3月某日凌晨 4时许，被告人蒋
某来到焦作市和平街市场某网吧，趁被害
人小李熟睡之机，将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盗走。第二天凌晨，蒋某又来到焦作市解
放区某网吧，趁被害人小周熟睡之机，将被
害人从裤子左边口袋里掉到身边的手机盗

走。从这家网吧出来后，蒋某又来到另一
个网吧，趁被害人小王熟睡之机，将其放在
裤子左边口袋里的手机盗走。经鉴定，3部
手机价值总计1500元。

另查明，该被盗的3部手机均已追回并
发还被害人。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
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因蒋
某当庭自愿认罪，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
定，被告人蒋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5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监守自盗
4名工地“内鬼”被捉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为获取不
义之财，通许县孙营乡某建筑工地保安
张某等人监守自盗，先后结伙盗窃建筑
器械 9 件，价值数万元。6 月 27 日，通许
警方通过缜密侦查，将涉案的张某等 4
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5月27日，通许县公安局孙营派出所
民警通过深入走访，发现孙营乡某村一废
品收购站内有数件建筑器械，民警断定
这些建筑器械应是从建筑工地上偷来的
赃物。经耐心询问，废品收购站老板如
实交代这些建筑器械是孙营乡某建筑工
地保安张某、张某某出售的。经建筑工
地老板辨认，确定这些建筑器械系被人
盗窃偷卖。此时，张某、张某某已经离职
外出打工，为不打草惊蛇，民警便秘密关
注二人的踪迹。

6 月 19 日，民警在得到张某、张某某
潜回家中的信息后，迅速将二人抓获。经
讯问，张某、张某某对伙同建筑工地项目
部的段某、李某于5月24日将施工队老板
放在工地上的钢筋截断机等 6 件建筑器
械盗走，并卖给废品收购站的犯罪事实。
经审讯深挖，二人又交代了在 4月份以同
样手法盗走 3 件建筑器械的犯罪事实。
在强大的抓捕攻势下，段某、李某于 6 月
27日到孙营派出所投案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某、段
某、李某等 4 名嫌疑人已被取保候审，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谎称能办高额度信用卡
男子诈骗上万元

本报许昌讯（记者 王晓磊 实习生 李
冉 通讯员 宋二歌 岳真屹）曾在许昌某
KTV上班的张某，谎称能够办理高额度信
用卡，诈骗他人钱财上万元。一时间，张
某的同事都掉入了张某设计的代办高额
度信用卡的陷阱中。日前，张某因犯诈骗
罪被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了解，2012 年底，张某来到许昌古
槐街某KTV打工，打工期间，其认识了同
在该KTV打工的刘某、翟某、万某。因张
某善于与他人沟通，很快和刘某、翟某、万
某成了朋友，后张某嫌工资低而辞职。

“我叔叔在银行上班，你们想办信用
卡就找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张某吹嘘。

“听说办信用卡可麻烦了，还得照相，
提交各种资料。”刘某等人半信半疑。

“我叔是银行的头儿，只要出点手续
费，我就能帮你们办理高额信用卡。”张某
说。

刘某等人尽管有点怀疑，但听到张某
说银行有熟人，也就相信了。

2013年 7月的一天，刘某和其爱人找
到张某说想办两张透支额度分别为 30万
元和 5万元的信用卡。张某见鱼已上钩，
又卖起了关子。“我和俺叔通个电话，看看
需要多少手续费。”张某走到离刘某 10米
开外的地方打电话。片刻后，张某告诉刘
某除需要两人的身份证原件外还需要交
6000元钱的手续费。

按照张某的要求，刘某把6000元连同
身份证原件交给了张某。张某欺骗刘某
说一星期后给他信用卡。然而一星期后，
当刘某找张某要信用卡时，张某说还没有
办下来，再后来张某的手机关机。感觉上
当受骗的张某赶紧报警。

2014年3月28日，在许昌市东城区某
银行门口，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系长葛人，有
犯罪前科，2010年4月29日被长葛市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
年。据张某交代，他采用同样方法，还诈骗
原来的同事翟某、万某共计 4300元，并采
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张某某
5000元。等待张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库
艳敏 郭琳 闫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
一个家长的美好期望。但如果教育方法不
当，事与愿违，结果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近
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母
亲将女儿打死的故意伤害案。

据湛河区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张春阳
介绍，2012年12月3日中午12时许，在平顶
山市区做生意的郭某将上小学三年级的 8
岁女儿王某从学校接到家中。因不满女儿
王某偷拿家里的钱买计算器，偷拿同学的
满分试卷等行为，郭某恼怒之下，脱去王某
的外衣，持电线、棉拖鞋对王某长时间殴

打。见王某出现瞌睡、睁不开眼、手脚冰凉
症状后，郭某停止殴打，并让王某脱去外衣
躺在床上，采用盖棉被、开电热毯等方式为
其恢复体温。约一个半小时后，郭某发现
王某昏睡不醒，立即拨打120将其送至医院
救治，后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
定，被害人王某系被他人用钝性物体反复
打击躯干及肢体部引起挤压综合征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郭某长时间殴打致死女儿王某，后果严重，
依法本应判处10年以上刑罚。鉴于郭某平
时对女儿没有虐待行为，殴打女儿是出于

管教目的，发现女儿身体出现异常反应即
停止殴打并采取积极救助措施，到案后认
罪、悔罪，其家人及被害人学校、社区亦对
其表示谅解，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对其可
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判处刑罚，遂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5年。

判决书送达后，检察机关以量刑畸轻
提出抗诉，被告人郭某以应定过失杀人罪
为由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经审理
依法裁定，维持原判，并报请省法院复核。
省法院经复核，同意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的
裁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
院复核后，依法裁定予以核准。

应聘作幌子 实为来盗窃
9家店铺老板中招损失4万余元

为逼父亲购车他拿砖砸坏待售车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贾占

峰）7 月 9 日，漯河临颍县公安局固厢派出
所处理了一起奇特的砸车事件。一对父子
在购车中产生分歧，儿子为逼父亲购车，把
车行的待售车给砸坏，后经民警调解父亲
办理了购车手续。

“我把汽车城的车砸了，你们把我带走
吧！”7月9日下午，临颍县固厢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报警电话。随后民警迅速赶到汽
车城，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站在一辆
轿车旁，这辆轿车两处被砸坏。

经汽车城的售车人员介绍，当天下午
一对父子前来购车，在购车过程中发生了

争执。父亲想等明年再买车。但儿子就
是不同意，想立即买车，称现在要是不买
车，就把车给砸了。听了儿子的话，父亲
很生气：“今天就不买车了，你想怎么着就
怎么着！”说完便离开了。“我把轿车砸坏
看你买不买，让警察把我抓走！”儿子气愤
地说。于是，他拿砖冲这辆轿车上砸了两
下，随后便报了警。

汽车城的经理称，该辆车价值 5 万多
元，如果他们不把这辆车购走，是要负法
律责任。了解到情况后，民警对男孩批
评教育，男孩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
民警的双方协商下，男孩的父亲最后同

意把这辆车购走，并办理了购车手续。

民警提醒
学校教育仅是孩子教育的一部分，

家庭教育才是最主要的环节。通过调
解这起奇特的砸车事件，民警看到了父
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正是这种缺
失造成了孩子任性、攀比、自私的性
格。希望广大家长注意，在今后
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教育孩子
成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
的人，希望以后类似案
件不再重演。

望女成凤成空 母亲痛下杀手

孩子，
你怎么了
为满足私欲他专偷网吧睡觉人财物

？
爱咋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