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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
消费!多次催缴却迟迟无法还款" 今天!海
口市美兰区某镇计生办主任王某被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 ! 个月!缓刑 " 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年 '$月 $(日!

被告人王某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申请办
理了信用卡" $%)%年 !月!王某持该信用卡
进行恶意透支消费人民币 $*!万元! 用于个
人生活消费" 银行多次电话催收!王某仍不
予还款" 今年 (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向

公安机关报案"随后!王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案发后! 王某向该行归还欠款及本息 (*"!+

万元"

法院认为! 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
过规定期限恶意透支人民币 $*!万元! 数额
较大!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 (个
月仍不归还! 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应予惩处" 鉴于被告人王某犯罪后自动投
案!且所透支的款项已全部归还!法院以信
用卡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个月!缓刑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万元"

对于判决结果! 被告人王某表示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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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特约记者 ,/0 通讯员 123

#砰$$$%一声!你的车在外地与别车
相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方车上又下来
几个彪悍男子!恶语相加!索要高价赔偿&

如果你想'花钱消灾%!那就正中对方
'下怀%& 因为他们可能是车辆碰瓷团伙&

碰瓷!原属北京方言!泛指一些投机取
巧(敲诈勒索的行为& 所谓车辆碰瓷!也就
是犯罪分子驾车或自身故意和机动车辆发
生剐蹭!骗取高额赔偿& 实质属于诈骗违法
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DEFGHIJKL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第一天! 云南游客
祁某一行五人驾驶一辆进口'雷诺%越野车
来琼旅游& 凌晨 ,时许!在海口下船后!车
行至海口滨江路华侨商业学校附近路段!

与一辆黑色凯美瑞轿车剐蹭&

'当时想报警!但是人生地不熟!路段
都没有搞清楚& %祁某回忆!凯美瑞轿车上
下来两名男子!开口就让祁某等人赔偿 )*!

万元私了!不仅在言语上恐吓(威胁!并当
场打电话喊人拿刀过来&

祁某的爱人当场吓得心脏病突发!情
急之下!祁某付给对方 -%%%元& 然而!两名
男子竟又尾随祁某等人到医院! 继续威胁

敲诈!再次得手 ,&%%元才扬长而去&

事后!祁某恍然大悟$$$遇上碰瓷了!

立即报警& (天后!嫌犯王某等人被海口琼
山警方抓获! 并交代类似碰瓷案件 ,% 余
起&

海口市公安局介绍! 这是一个长期在
海口作案的碰瓷团伙! 案件仍在进一步深
挖中& (个月前!海口秀英警方也打掉一个
车辆碰瓷团伙!交代作案 )%余起&

'随着我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来琼自驾
游不断增多! 近年来! 碰瓷案件正呈上升趋
势& %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说&

其实!车辆碰瓷的案件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早已屡见报端& 北京一名 !!岁的
'最牛碰瓷老汉%孙某!近 +年间在东城(海
淀区等多处路口!以'在人行横道内用自行
车故意碰撞机动车后假意摔倒%的方式!骗
取 )-!人 )(万余元& 孙某最后领刑 .年!

并处罚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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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瓷团伙通常都会选择在车流相对
较少(相对偏僻封闭的道路上作案!时间一
般选择在晚上& %琼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
大队长刘伟说! 因为晚上在这些道路上车
辆较少!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车主孤立无
援!甚至报警都说不清楚地点&

据碰瓷团伙交代! 他们作案的范围集

中在海文高速海口路段( 东线高速海口路
段(绕城高速观澜湖路段(滨江路(秀英和
南港码头附近等路段!'目标车辆% 均是悬
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车&

刘伟说! 碰瓷团伙看准了 '外地车%(

'高档车%!是认为车主经济条件较好!异地
遇到人身威胁后易产生 '花钱消灾% 的心
理& 而很多车主事后不报警!更是让不法分
子逍遥法外& 据秀英警方介绍!抓获的碰瓷
团伙交代了 )%余起案件!但目前只找到一
位报案车主&

此外!在本地饮酒驾车(违规行驶的司
机要注意了! 你也可能成为碰瓷团伙下手
的对象&

一位名为'凤凰涅槃%的网友今年发帖
称! 他的朋友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被一辆凯
美瑞轿车碰瓷!被讹诈 )*-万元& 此帖引发
网友'呼应%!表示在海口遭遇过类似经历!

多数车主因为酒后驾车或是违规行驶!担
心报警后被拘留或者受重罚!只能'忍气吞
声%给钱了事&

TUVWXYFG

'碰瓷实质属于诈骗违法犯罪的一种
表现形式! 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秩
序& %海口市秀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韩宏
保表示&

他提醒车主!首先应在行车时遵守交通

规则!不要给碰瓷者留下可乘之机)同时!碰
瓷的车辆通常不挂牌!因为屡次作案!车辆
的前后保险杆部位有刮碰痕迹( 明显的伤
痕&倘若这类车跟在你后面!必须提高警惕!

特别是拐弯(变道时应尽量远离它&

如果遭遇了碰瓷! 面对对方的虚张声
势!不要惊慌!碰瓷者一般求财!不会轻易
动手伤人& 车主可以声称没有足够的现金(

需要朋友带钱过来等方式!尽量拖延时间!

通过车上同伴报警! 坚持让警方判定责任
后再赔付!决不私了&

'通常只要警方赶到现场!碰瓷者都会
望风而逃! 因为他们不想在警方这里留下
任何可疑的痕迹& %韩宏保说&

而以身碰车的碰瓷者经常会假装受伤
较重!但又无法看到明显的'新伤%& 他们虚
构事实的目的!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

以达到索要他人财物的目的! 旁边还会出
现一些'好事者%('调解者%煽风点火&

面对此类碰瓷者! 车主可以用相机现
场拍照保存证据! 并报警坚持用法律途径
解决!同时报 )$%救护!及时救治且了解真
实的伤情&

据海口警方介绍! 近年来破获多个碰瓷
团伙!犯案多起!但警方却难以找到受害人&

不少遭遇碰瓷的外地车主!没有及时报案!给
碰瓷者留下生存空间!不利于警方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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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让房地产项目为诱饵! 伪造项目批复(

图纸!涉嫌诈骗他人 -%万元& 近日!海口市
龙华公安分局将嫌犯赵某抓获&

$%))年 $月!卢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认
识了赵某& 赵某系海南某公司法人代表!自
称其拥有定安县某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愿意
将该项目的总承包权转让给卢女士!条件是
卢女士要支付 -%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

在商谈过程中!赵某向卢女士提供该项

目的政府批复(规划图等伪造资料!卢女士信
以为真& 当年 (月 $日! 卢女士与赵某签订
*房地产项目承包协议+!并依约支付 -%万元
履约保证金& 赵某写了'收到 -%万元%的收
条给卢女士& 此后!卢女士多次到赵某的办
公室了解项目情况!但屡遭赵某借口推辞&

一年多来卢女士多方追讨无果!意识到
上当受骗后!今年 .月 )+日!卢女士到龙华
公安分局报案&近日!警方将赵某抓获!并经
检察院批准对其执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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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券(旅游券(美容券,,团购已经成
为众多市民的购物新习惯& 然而! 一不留
神!手上的团购券就过期了& 打电话一问!

商家(团购网站的回答很一致-'抱歉!过期
作废& 钱. 不退& %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打
水漂了!消费者是无可奈何&

今天! 海南至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瑟
荣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团购券过期商家不给退款的行为损害了消
费者利益!是#霸王条款%!消费者有权要求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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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 去外地旅游回来的梁女士
发现!自己在某一团购网站#团%的两张价
值共 +&元的美容养生套餐团购券过期了!

她打电话向商家咨询是否可以退款! 结果
商家答复她! 团购券一经售出后是过期作
废(概不退换的&

既未享受到服务!也未得到任何赔偿!

梁女士感觉很冤& #我都没有消费!商家也
没有什么损失!为什么不能退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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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登录各国内团购网站查询发现!

只有少数知名的团购网站做出了 #过期退
款%承诺!多数团购网的态度很一致!不支
持退款!过期作废&

两年前! 团购刚刚兴起时!#团购券过
期即作废% 被视为该行业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 直至去年!一团购网站推出了#随时退%

的服务后!团购退款才正式被关注&

花钱买了券!却没有去消费!这个比例
有多高. 据国内一些媒体报道称!过期未消
费的团购款金额约占团购交易总额的 -0

至 '/0!有些甚至达到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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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费者未使用团购券!有权要求
团购网站退款& %刘瑟荣认为!消费者购买
团购券!即是消费者(商家(团购网站之间
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 并约定了有效期&

#过期无效%只是意味着合同终止& 但是由

于合同并未履行! 过期未消费退款合情合
理& 网站不退款!这明显是#霸王条款%&

! ! ! !其实!对于网络团购经营活动!国家相
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规定&

日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了
*关于加强网络团购经营活动管理的意见+!

明确规定了团购网站的七项责任!包括#团
购网站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销售团购商品
或服务!不得设定过期未消费预付款不退或
者限定款项只能退回网站账户等限制%&

工商部门提醒! 消费者在团购当中遇
到退款难题时! 可以先与相关网站沟通协
调!如果无果!可以向当地工商(消协部门
投诉举报!也有权起诉索赔& 被投诉主体不
仅是团购网站!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实体
经营者也是被投诉对象& 此外!消费者要保
留好有关依据!如下载消费服务内容!提示
消费短信等!作为维权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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