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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想花钱消除自己
的违法犯罪记录，却被狠狠地

“坑”了……近日，普陀警方经
过缜密侦查，迅速侦破一起以

花钱消除违法犯罪记录为幌子
实施诈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2020年 12月 29日，市民
王某、马某来到普陀公安分局

东新路派出所报案：他们被一
男子以消除违法犯罪记录为

由，诈骗了 28万余元。原来，王

某曾因一时冲动留下了一条行
政违法记录，事业小成后，他常

常为此烦恼，担心影响孩子的

未来。2020年 5月，王某公司
的员工马某结识了一自称“路

道很粗”的陈姓男子，陈某自称
可以托“市公安局朋友”帮忙消

除违法犯罪记录，但需要一些

费用。马某立即向老板王某汇
报，王某当场让财务支付了 6

万元给马某。马某将 6万元转
交给陈某，后又自己替王某垫

付了 22万余元，作为删除王某
违法记录的费用。陈某拿钱之

后，自称转交给了所谓的“市公安局朋友”李某，
由李某操作删除记录，王某这边只需等待结果。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某承诺的结果却一直

没有来，面对隔三差五的询问，他先是搪塞，后

来干脆“人间蒸发”……此时，王某与马某方才
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结合现场走访，发现陈
某所谓的“市公安局朋友”李某完全是子虚乌

有。12月 30日，民警在长宁路某棋牌室内将陈
某抓获。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陈某如实向民警供

述了自己虚构认识朋友可以消除违法犯罪记

录，诈骗王某与马某的犯罪事实，诈骗所得部分
被陈某用来偿还债务，其余则被其挥霍一空。

同年 12月 31日，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

诈骗罪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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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血”表姐弟三人
累计献血 毫升
每年结伴献血，发动全家组成“献血者联盟”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年满 16周岁者可参

加工作。但该年龄段的少年往往辍学步入社
会后，因缺乏求职经验和法律意识，不能准

确识别所谓“高薪工作”背后暗藏的求职陷
阱而被“套牢”，甚至触犯法律底线。

17岁的小华在老乡蛊惑下，前往柬埔寨
打工，却发现老乡介绍的工作是在赌场上

班。签证、护照皆已被老板扣押，语言不通且

身无分文的小华，只能在赌场做起了为赌客
上下分的工作，并收取高额的报酬。

无独有偶，阿力和小刚经老乡介绍到张
老板处打工，听闻包吃包住，一周结薪高达

4000余元，两人欣然应允。上岗后却发现老
板开设的是赌场，自己的工作是为赌客网上

赌博上下分。
黄浦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认为，小华等

人初中未毕业即辍学，学历不高，法治意识
薄弱，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技能，特别欠缺

求职经验，远离父母踏入社会。他们的家庭经

济条件较差，父母忙于打工和养家对他们疏
于管教。

检察官一方面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司法处
理，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联系上小

华等人的父母，阐明法律后果，他们的孩子虽
已工作但仍未成年，家长必须履行好教育监

管责任，最终所有家长克服生活工作困难来
沪接回孩子，承诺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管。

同时，检察机关联合家长及帮教组织组

成观护帮教小组，对小华等人开展为期 3个
月至 6个月不等的帮教，传授法律知识，指导

择业技巧，融合亲子关系。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检察官提醒
■ 增强法治意识 青少年应自觉加强法

律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提升法治意识，了

解国家司法政策，自觉遵守法律规定，明确赌

博是国家严厉打击的非法行为。 无论境内境
外，任何情况下都应牢守法律底线，增强明辨

是非和自我约束管理的能力， 不被金钱冲昏
了头脑。

■ 通过正规途径择业 刚刚离开校园进
入社会的孩子，往往入职通道较窄，但通过熟

人介绍的工作也未必保险。 求职招工需要通

过国家认可的职业介绍机构， 执行规范的招
录程序，这样既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避

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 父母承担监管责任 年满 16周岁的

孩子，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可以参加工作以
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 但这并

不意味着这样的孩子已成年， 他们的心智尚

未成熟，仍然需要家长的监护和管教。应指导
他们识别对错是非，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不

断积累社会经验。

法治意识薄弱，缺乏求职经验易入陷阱

少年的你要警惕“高薪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熠 记者 江跃中）以

帮助办理社保账户为名，诱骗同事办理新的
手机卡，后在自己手机上通过同事手机卡、银

行卡号注册支付宝账号用于盗刷。日前，普陀
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诈骗罪，对犯罪嫌疑

人王某批准逮捕。

2020年 11月初，李先生的上司王某提
出可以帮助他办理上海的社保账户，向他索

要 1.4万元钱，用于补交两年社保。几天后，
王某又以同样的理由，向李先生索要了 4050

元。11月 25日，王某诱骗李先生办理了一张

新的手机卡，称“用于绑定社保账户”。当晚 9

时许，王某又说办理社保账号，还需要李先生

的手机、支付宝密码和银行卡卡号。李先生悉

数交给他后，便去值班了。王某则拿着李先生
的手机，独自进入休息室操作起来。

晚上 9时 30分许，李先生拿回自己的手
机，却发现自己支付宝借呗里被借走了 4万

元人民币。这 4万元人民币先是到了他的支
付宝余额账户里，后又被转出……想到只有

王某动过自己的手机，他立即质问对方是怎

么回事。王某先是称系统出了问题，后又说就

当这笔钱是借的，会在下个月 25日还。李先
生觉得不安，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到案后，

王某承认自己并没有能力帮助李先生办理社
保账户。由于债务缠身，他想出了借用他人手

机号注册支付宝账号借款还债的方式。

检察官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已
构成了盗窃罪，数额巨大。此外，犯罪嫌疑人

王某虚构可以帮助被害人办理上海社保为由
骗取被害人人民币 18050元，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故王某的行为分别构成
盗窃罪、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

谎称可代办社保 骗用同事手机注册支付宝盗刷

■ 陈武章与妻子谢会芬一同献血 新民拍客 王亚东 摄

■ 多张献血证见证了陈武章坚持多年的无私奉献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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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日，上海郊区气温跌至零
下 9.8℃。寒潮来袭，闵行区七莘路上
的七宝献血站内却暖意融融。采血室
外的等候区里坐着献血站的老朋
友———陈武章、姐姐陈玲与表弟黄志
伟。这是他们第 9 次一起献血，因为
三人都是罕见的 Rh(D)阴性血，在家
中被戏称为“国宝姐弟”。这次陈武章
更是带上妻子、嫂子、好友等一行六人
组成了“献血者联盟”，共赴与献血站
的“半年之约”。

每年结伴一起献血
回忆起 2007年第一次献血时的场景，

他笑着说：“当时昆山献血站的护士打电话

通知让我再去一次，我还以为自己的血液出
现了问题，紧张得要命。”原来他是 Rh(D)?

性血，属稀有血型。在我国，Rh(D)?性血人
员仅占约 3‰，因为极其罕见，被人们称为

“熊猫血”。

由于“熊猫血”血型稀有，临床用血的血
库中经常出现此类血源紧缺的情况。献血站

护士特地关照陈武章，好好保护自己的身

体，小心不要受伤。听到这个消息的陈武章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特殊”与“脆弱”。他加

入了昆山稀有血型献血群，群内欢迎语令他
印象颇深。“大家都是稀有血型的‘国宝’，一

定要注意健康！”此后，陈武章决定每年定期
献血，希望能尽可能帮助到别人。目前他已

经累计献血 15次，共计 6000毫升。

不光自己义无反顾加入无偿献血的行
列，陈武章还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献

血。家里人对他的爱心呼吁纷纷响应，巧的

是他的姐姐陈玲、表弟黄志伟竟然都是Rh

(D)?性血，陈武章是O型血、陈玲是B型血、
黄志伟是A型血，姐弟三人涵盖了血库中急

需的三种稀有血型。他们约定每年结伴一起
献血，从昆山到上海，三人不论在哪里工作

生活，总不忘共赴这“半年之约”。三人在上
海扎根生活后，更是成为了上海闵行区“Rh

(D)?性血稀有血型献血者应急队伍”中的成

员，陈玲、黄志伟姐弟俩已分别献血3600毫
升、3300毫升，表姐弟三人累计捐献“熊猫

血”12900毫升。

爱心之举打动亲友
42岁的陈武章来自安徽，在上海从事货

车销售，是一名退伍武警战士。他说自己在部

队服役时就一直想着要献一次血。退伍后偶
然遇到街边停着的一辆献血车，就毫不犹豫

上车献了第一次血，“就像是总算完成了一个
长久以来的心愿。”至此，他与献血队伍结下

了难解之缘。“我现在每天都保持运动和健康

的生活习惯，临近献血期，我会戒酒并格外小
心身体。像寒潮这类温度骤降的天气，绝不能

让自己感冒发烧。”妻子与亲戚朋友都被他的
爱心之举打动，陈武章的妻子谢会芬已累计

献血 2000毫升，陈武章的嫂子黄二芬、黄二
芬的同学陈传云也都接下了这根“爱心接力

棒”，先后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
2007年起，陈武章先后在广东、江苏、上

海等地无偿献血，献血证书堆起了厚厚一
摞。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一名退伍军人的

社会责任和公益担当。除此之外，他还时常
呼吁更多拥有稀有

血型的爱心人士加

入到应急志愿者队
伍中，为中国医疗急

救事业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周慧婕
新民拍客 王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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