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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在网上结识了
一名面容姣好的女子袁两人
交往成为男女朋友遥 殊不
知袁野女朋友冶的真面目竟然
是一名 50多岁的男子浴 记
者从扬州市江都警方获悉袁
警方近日破获一起诈骗犯
罪案件袁犯罪嫌疑人庄某以
恋爱的名义向多名男子行
骗袁累计骗得 2万余元遥 目
前袁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
中遥

网恋两个月红包发去
五千多袁连个面都没见着

近日袁江都公安局邵伯
中心派出所来了一名报警
人林先生遥 林先生告诉民
警袁 自己可能遇到了骗子遥
原来袁 林先生是邵伯当地
人袁长期在外地工作袁今年 3
月返乡探亲时袁微信收到了
一个好友申请遥 通过好友
后袁对方称自己姓郑袁三十
多岁袁是一名单亲妈妈遥 恰
巧袁不久前有熟人称要给离
异的林先生介绍女朋友袁林
先生误以为这名郑某就是
熟人介绍的女子遥 同是离异
状态袁两人相见恨晚袁微信
聊了几天后袁便以男女朋友
互称遥 这时袁郑某告诉林先
生袁孩子开学了袁希望林先
生给孩子买一点文具袁好让
孩子对林先生有好感遥 已返
回外地工作的林先生随即
微信发去了一个几十元的
红包遥 此后袁郑某几乎每天
都会让林先生给自己发红
包袁以示对自己的野爱冶袁理
由也是多种多样院 吃早饭尧
买东西尧去看病噎噎两个月
来袁林先生累计发去了 5800
多元红包遥 但每次林先生要
求见面袁郑某都以各种借口
推辞袁 林先生打去电话袁郑
某也从不接遥

五旬男子野男扮女装冶袁
和 4名男性野谈恋爱冶

野你是不是骗子钥 不见面袁也不吱声袁我
要报警了浴 冶林先生向郑某询问时袁郑某坚
称自己不是骗子袁 并陆陆续续返还了 5000
元给林先生袁随后和林先生野分手冶遥 林先生
越想越起疑袁便来到派出所报案遥

民警通过郑某的微信银行账单袁 很快
便锁定了银行卡的绑定人是一名现年 51
岁的庄姓男子遥 民警查明袁庄某系某单位的
保安袁随即将其抓获遥 对于自己冒充女性袁
以谈恋爱为幌子骗取他人钱财的犯罪行
为袁庄某供认不讳遥

民警查看庄某的手机后发现袁 除了林
先生外袁庄某所扮演的女子郑某袁还同时与
另外三名男性野谈着恋爱冶遥 直到接到民警
电话袁 这三名受害人才明白袁 原来自己的
野女朋友冶竟是一名年过五旬的男人遥

据悉袁三名受害人中袁时间最长的已经
和野郑某冶交往了一年多袁累计发给野郑某冶
红包 1万余元遥 另外两人也都和野郑某冶交
往了几个月袁 分别被骗千元左右遥 无一例
外袁这三名受害人都没有和野郑某冶见过面袁
也没有电话尧语音聊天过遥

犯罪嫌疑人庄某交代袁因为家中缺钱袁
自己走上了行骗的犯罪道路遥 庄某供述袁自
己曾经看过有人冒充女子尧 以谈恋爱的名
义骗钱的新闻报道袁 便依葫芦画瓢设计骗
局遥 庄某通过微信搜索附近人袁而后告知对
方自己是离异的单亲妈妈袁以博取同情遥 庄
某还将网上下载的美貌女子照片发给受害
人袁用来吸引对方遥

陈咏

车辆购置税新规施行

车辆购置税法于 2018 年 12 月
29日表决通过袁该法规定袁车辆购置
税的税率为百分之十遥 本法自 2019
年 7月 1日起施行遥 2000年 10月 22
日国务院公布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辆购置税暂行条例曳同时废止遥

该法规定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购置汽车尧有轨电车尧汽车挂车尧排
气量超过一百五十毫升的摩托车的
单位和个人袁 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
人袁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车辆购置
税遥

该法规定袁车辆购置税实行一次
性征收遥 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
辆袁不再征收车辆购置税遥 该法规定袁
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为百分之十遥

该法明确袁纳税人进口自用应税
车辆的计税价格袁为关税完税价格加
上关税和消费税遥 崔道

谢晓延与毛雪燕是某网络游戏
中的网友遥 2018年 2月 10日,谢晓延
以 9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游戏账号
卖给了毛雪燕遥毛雪燕获得游戏账号
后便脱离了谢晓延之前所在的游戏
行会,转而加入敌对行会遥

这一操作引发了谢晓延的不满,
他决定盗回账号遥 2018年 3月 19日,
通过好友辅助认证, 谢晓延盗回游戏
账号并修改密码, 同时将毛雪燕的手
机号码与这个游戏账号解绑遥

毛雪燕发现游戏账号被盗, 首先
便想到了谢晓延遥因为这个账号绑定
的是毛雪燕的手机号和谢晓延的
QQ号, 购买账号时 QQ号码并未解
除绑定遥谢晓延是除了毛雪燕之外唯
一能轻松登录账号并修改信息的人遥

毛雪燕立即与谢晓延进行联系,
可面对毛雪燕的质问, 谢晓延拒不承
认遥拨打了几次电话后,毛雪燕的手机
号被对方拉黑遥

多次沟通无效后, 毛雪燕选择报
警遥 2018年 4月 16日,谢晓延被公安
机关抓获遥经讯问,这个游戏账号已经
被谢晓延以 8500元的价格又出售给
了别人遥到案后,谢晓延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称自己只是为了泄愤,想惩
罚一下毛雪燕,没想到触犯了法律,自
食苦果遥

经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2019年 6月 12日, 曲阜市人
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谢晓延有期徒
刑 9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遥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释法
据本案检察官介绍, 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尧入户盗窃尧携带
凶器盗窃尧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尧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遥

叶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曳第一条规定,盗窃公
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尧三
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尧三十万元至五十
万元以上,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野数额较大冶野数额
巨大冶野数额特别巨大冶遥

网络游戏账号是一种虚拟财产,
游戏玩家投入了一定的上网时间尧脑
力劳动,具有价值性,游戏装备等都是
通过真实货币取得, 本质上与传统财
产并无区别遥因此,盗窃虚拟财产价值
达到立案标准也应以盗窃罪论处遥本
案中, 游戏账号价值以双方交易时约
定的价格计算遥

检察官提醒, 要保护好个人虚拟
财产遥虚拟财产受到侵犯,通过向网络
服务提供者反馈信息尧提出申诉无法
解决时,可寻求国家司法保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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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曳正式施行
叶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曳自 2019年 7月 1日起施行遥
交通运输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尧行业标准尧地方标准尧团体标准和

企业标准遥 其中袁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尧推荐性标准遥 叶办法曳提
出袁交通运输强制性标准应当严格执行袁不符合交通运输强制性标
准的产品尧服务袁不得生产尧销售尧进口或者提供遥 鼓励积极采用交通
运输推荐性标准遥 李植

叶政府投资条例曳施行
叶政府投资条例曳自 2019年 7月 1日起施行遥
叶条例曳明确规定袁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

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尧公共基础设施尧农业农村尧生态环境保护尧重大
科技进步尧社会管理尧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袁以非经营性项目
为主遥 为了从机制上确保政府投资始终投向最需要投尧最适合投的
方向和领域袁叶条例曳还规定国家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
制袁不断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遥 曾惟

盗窃虚拟财产可以盗窃罪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