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弟一分不给，最后一分未得

酒驾被查，竟说怕疫情不敢找代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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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非法倒卖香烟4万余条
频繁出没浙江嘉兴，上海郊区，涉案金额600余万元

事�故收征

近日，随着路面车辆逐渐增
加，嘉定警方加强路面执法和夜间
酒驾查处力度，近期查处多起醉驾
行为。

6月4日凌晨1时18分许，叶
城派出所在巡逻过程中发现，富蕴
路凤池路路口一辆小轿车撞坏了
电线杆。民警赶赴现场，发现驾驶
员施某满嘴酒气，说话前言不搭后
语。民警回放视频发现，施某驾车
经过路口时，车辆失控一头撞向电
线杆。经过酒精测试，施某的血液
酒精含量竟然高达1.12mg/ml，超
过醉驾标准。无独有偶，6月3日
23时18分许，叶城派出所在博乐

路叶城路路口附近开展酒驾整治
时，查获一辆小型面包车，该车驾
驶员刘某辩称，晚上朋友一起聚
会，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但经酒
精测试，他的血液酒精含量达
0.83mg/ml。

酒驾司机被拦下后的理由各种
各样，而此前在江桥被抓获的酒驾
司机阚某的理由，也让人大跌眼
镜。6月3日21时许，封浜派出所在
金沙江西路博园路口西侧200米处，
将阚某的车拦下。阚某借着酒气竟
说自己到青浦与朋友相聚，喝了大
约三两白酒和一些啤酒，因为怕疫
情不敢找代驾司机开车，于是抱着

侥幸心理自驾返家。经酒精测试，
阚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74mg/ml，
远超醉驾标准。
目前，上述三名醉驾司机已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是广大驾驶员必须遵守的铁
律。受疫情影响，一些驾驶员心存
侥幸心理，除了酒驾还可能存在闯
红灯、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警方将
持续开展“砺剑”行动，加大交通违
法行为整治力度，全力确保道路交
通安全顺畅。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徐波

邬女士的父母留下的公房被征
收了。邬女士和弟弟邬某因协商分
配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不成，邬女士
把邬某等人告上了法院，邬某本以
为是十拿九稳胜诉的官司结果却败
诉了。
邬女士和邬某为同胞姐弟关

系。邬女士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
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房屋
承租人为邬女士的老父亲。上世纪
60年代邬女士作为支内人员户口
从系争房屋迁至河南洛阳。90年
代中期邬女士按照支内人员回沪政
策，户口从洛阳迁入系争房屋。因
系争房屋居住困难，邬女士户口迁
入后一直在上海他处租房居住。
2000年邬女士在上海他处购买商
品房后一直居住在自己所购房屋

内。邬某的户口在系争房屋报出
生，1981年邬某和杨某结婚生有一
子小邬。杨某婚后将户口迁入系争
房屋，小邬的户口在系争房屋报出
生，邬某一家三口曾长期在系争房
屋居住。邬女士的父母去世后，系
争房屋由邬某夫妻二人居住，直至
房屋征收。邬某做过某大型国有企
业中层管理干部多年后退休。邬女
士和邬某的姐弟关系不好，两家基
本上没有往来，邬女士只是听说过
邬某可能有过福利分房，但具体情
况不详。

2021年2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3月11日，邬某作
为该户的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
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
征收补偿款共计618万余元。邬女
士找到邬某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
时，遭到邬某一口拒绝。邬某认为
邬女士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从没有

在此居住过，属于空挂户口，无权享
受补偿利益，认为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应全部归属于自己一家三口
所有，邬某一分钱都不愿给邬女士。
邬女士找到了我们咨询。我们

给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本案邬女
士应当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
根据邬某户籍从未有迁出系争房屋
的情况，正常情况下邬某享受福利
分房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查不到邬
某一家享受过福利分房的证据，那
么邬某一家三口也应被认定为系争
房屋同住人。首先，邬女士是支内
人员身份，其户口迁入系争房屋是
基于支内人员回沪政策，且邬女士
在上海他处没有享受过公房福利，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司法实践，无
论邬女士是否在系争房屋实际居
住，均不影响她在系争房屋同住人
地位。其次，邬某一家是否享受过
公房福利需要通过调查才可能获得

相关证据。在对方不承认享受过公
房福利且确实查不到邬某一家公房
福利的情况下，系争房屋征收补偿
利益应当在邬女士和邬某、杨某、小
邬四个人之间分配。

后邬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把邬某一家告上了法院。案件
启动以后，我所带领的律师团队为
调取被告邬某一家享受福利分房证
据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
年代久远，管理人员多次更换，邬某
所在单位的分房资料已经丢失，在
此情况下我们通过多人多次连续走
访，终于打听到了邬某在上海拥有
的其他住房地址，通过申请法院调
查令拿到该房屋的内档资料。原
来，早在1985年邬某就在单位分得
了一套两居室公房，其一家三口均
是房屋受配人。这一来之不易的调
查结果让邬女士喜出望外。根据我
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最终法庭采

纳了我方的代理意见，被告邬某一
家三口因享受过福利分房被排除系
争房屋同住人地位，法院判决系争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原告邬女
士一人所有，这是一场原被告均没
有想到的剧情反转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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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沈浩 记者
屠瑜）近日，金山警方会同区烟草
专卖局，破获了一起非法经营烟草
案，抓获陈某、林某某、陈某某、杨某
等4名犯罪嫌疑人，查证非法经营
香烟4万余条，涉案金额累计600
余万元。

5月6日凌晨2时许，金山公安
分局蒙山路派出所民警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一保供车辆在一烟草店
门口卸载香烟，形迹可疑。回所后
随即展开调查，发现该货车自4月
20日起，半夜频繁往返于浙江嘉
兴，青浦、金山、松江等地运送香
烟。警方研判该车辆有重大非法
经营嫌疑，随即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陈某等4人，并着手部署警力实施
抓捕。

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活动规律
后，5月16日凌晨2时许，蒙山路派
出所在分局经侦支队指导下，组织
警力蹲守辖区烟草店，当嫌疑车辆
再次来到进行卸货时，果断实施抓
捕，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等4
人，并当场查获各类香烟3000余
条，涉案金额约70万元。
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无烟

草销售证的情况下，伙同林某某等
人在本轮疫情期间，通过“外地大
量收集香烟，后转运至上海非法销
售”等手段，先后14次将4万余条
无证香烟运至本区进行非法销售
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累计600余
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

非法经营罪已被金山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林某某等三人已移
交区烟草专卖局处理，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卷烟属于国家专营、

专卖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
非法经营。如发现非法经营卷烟犯
罪行为，请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
上海警方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
击、严肃查处。

牛仔裤、面膜、毛
巾……明明被告知东
西已送达，为何货架
上竟然踪影全无？近
日，嘉定警方抓获一
名盗窃嫌疑人，王某
假借取快件为掩护，
接连偷盗小区货架
上他人的快递，甚至
连宠物猫粮都未能
幸免。

5月22日，戬浜
派出所接到居民李先
生报警称，他于22日
9时41分许，收到派
件员短信提醒，有两
份快递已妥放至小区
门口的收件货架，可
当他20分钟后来到
货架时，却怎么也找
不到自己的快件。
起初，他猜测许是派
件员搞错了寄递地
址，但经电话联系确
认，“快递小哥”信誓
旦旦保证，东西确已
存放于货架上，李先
生遂拨打派出所电话报了案。
接报后，民警当即赶到现场展开
调查，经过查阅公共视频后发
现，一名白衣女子堂而皇之地来
到货架前，取走本不属于她的快
件后，扬长而去。5月23日，民
警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盗窃嫌
疑人王某。
经审讯，王某如实交代，她

本是小区内的住户，在一次取件
过程中，偶然发现由于取件居民
较多，小区保安无法一一核对身

份，遂不禁萌生了贪
念。见货架上有一
袋宠物猫粮，想到家
中“猫主子”已粮草
告急，便壮着胆子顺
手牵羊。此后王某
惴惴不安了几日，但
见小区内风平浪静，
便 愈 发 大 胆 了 起
来。经查，自5月16
日以来，嫌疑人王某
先后四次从小区门
前快递架上盗取包
括猫粮、毛巾、面膜、
牛仔裤等在内，共六
七件他人快递，民警
随后也在她家中起
获了部分还未使用
的赃物。目前，嫌疑
人王某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民警提醒广大居

民朋友，随着日常生
活节奏逐渐回归，网
上订购的商品也陆续

送达，各社区在存放投递的快件
时，应加强值守，警惕别有用心之
人浑水摸鱼。如果居民朋友能够
自取，最好能及时当面签收。此
外，嘉定警方也将持续推进“砺
剑”专项行动，加大日常巡逻防
控，加强对小偷小摸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打击力度，以雷霆之势警
醒心存歹念之人：莫伸手，伸手必
被抓！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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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工友身份骗取补贴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宋严 记
者 江跃中）利用隔离期间无法当面
领取补贴，一男子通过微信领取自
己的补贴后，竟用微信小号冒充工
友又多“领”了一份，岂料这自作聪
明的行为很快就被人识破。近日，
普陀警方在接到群众报警后，经缜
密侦查，迅速侦破了这样一起诈骗
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男，28岁），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月26日12时许，普陀公安分
局曹杨新村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先
生的报警电话称，他被一冒充其施
工队工人的陌生人，骗走了4900

元隔离补贴。原来，徐先生是参与
某方舱医院建设的一施工队负责
人，工程结束后，工人都根据规定
进行隔离。在隔离期间，徐先生均
是通过微信与工人一一确认身份
后发放补贴。5月25日，工人崔先
生与其联系，称自己还未领到补
贴，然而核对发放记录后，徐先生
发现早在5月15日，就已将补贴通
过微信转账给崔先生。进一步仔
细确认身份后，他发现此时与其联
系的才是真正的崔先生，5月15日
与其联系的是冒充崔先生的“李
鬼”，并且对方已将其“拉黑”。警

方立即开展调查，民警根据徐先生提
供的信息，通过走访调查，很快发现
同为徐先生施工队工人的张某有重
大嫌疑。5月27日22时30分许，民
警在奉炮公路某小区内将张某抓获。

到案后，张某交代，他与崔某是
多年好友，两人常互相介绍工作，所
以都有了对方的身份证照片和信
息。当张某以自己名义领取补贴后，
发现隔离期间，只要提供身份证照片
和部分信息就能领取补贴，便动起了
坏脑筋，用自己的微信小号冒充工友
崔先生，并用他的身份证照片，从报
警人处骗得了4900元补贴。而张某
诈骗所得部分已被其用于偿还债务，
余下的则被其挥霍一空。

5月28日，嫌疑人张某因涉嫌
诈骗罪被普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普陀警方36小时迅速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