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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
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土资源部关于
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
权益的通知》（建金〔2017〕246号）要
求，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阻挠符合
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购房人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如房地产开
发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购房人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人可以拨打
12345 政府热线、12329 公积金热线
进行投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将联合市住建局等单位及时查处损
害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权益的问
题，对限制、阻挠、拒绝职工使用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销售中介机构，责令其整改；对
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进行公
开曝光，并纳入企业征信系统，依法
严肃处理。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年1月16日

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通 告

京江晚报讯 镇江新区一
位商户图便宜安装了两台低价
POS 机，结果落入圈套，4 天损
失50多万元。近日，4名设计骗
钱的幕后人员均被法院判刑。

记者从镇江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获悉，2016 年 7 月至 9
月，张一、王二、钱三纠约刘四，
密谋采取上门低价办理 POS
机、诱使商户办理 POS 机后伺
机骗取钱财。2016年7月，受害
人李雯通过广告联系上张一，
随后王二等人上门至李雯经营
的镇江新区某烟酒店，低价安
装 POS 机，后又谎称 POS 机需
绑定公司账户，再由公司转账
至李雯的银行卡。其实，POS
机绑定的是张一等人控制的一
名智力障碍人员名下的银行
卡，他们诱骗李雯安装了两台
POS机。

2016 年 9 月 23 日至 26 日，
钱三至李雯的烟酒店刷卡共计
451250 元人民币，并欺骗李雯

将451250元打至钱三提供的银
行卡。在此期间，因其他顾客
使用 POS 机刷卡消费，又造成
李 雯 损 失 73216 元 。 这 两 台
POS 机共造成李雯经济损失
524466元。

随后，张一等4人经商议将
赃款取出，其中，刘四分得 2万
元左右，余款由张一、王二、钱
三基本均分。

去年 7 月 20 日，镇江市经
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张
一、王二、钱三、刘四犯诈骗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镇江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审理过程中，张一退赔16万元，
钱三退赔 13 万元，刘四退赔 2
万元，取得了李雯的谅解。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张一、王二、钱三、刘
四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
应予惩处。张一、王二、钱三在
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

犯；刘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作用，是从犯。

综合考量后，法院以犯诈
骗罪判处张一有期徒刑7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王二
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5万元；判处钱三有期徒刑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万元；判
处刘四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同
时，责令上述人员连带退赔李
雯剩余经济损失21万余元。

法官提醒，商户在采购和
使用 POS 机时要谨慎，不要从
事信用卡套现，不要协助持卡
人套现；要通过正当渠道申请
和安装 POS 机，不从不明或可
疑渠道购买 POS 机；出现刷卡
结算资金不到账等资金风险事
件后，商户要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史元昭 张驰川）

装了两台低价POS机，
一商户4天损失50多万元
还好钱追回来了，但教训要记下了

京江晚报讯 1 月 11 日下
午，丹徒公安分局召开警辅人员
见义勇为专题表彰大会。

大会现场宣读了对 36名辅
警及巡特勤队员的表彰决定及
受表彰人员的先进事迹。今年

以来，丹徒公安分局各基层所涌
现了一大批在工作中敢为人先、
勇于担当的辅警队员，在破获一
批有影响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吴帅 张爱珍 张兆勇）

京江晚报讯 日前，润州区
见义勇为基金会与镇江市公安
局润州分局对 2017年下半年以
来，全区涌现出的丁晓六等 16
名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了表彰奖
励，授予荣誉证书并颁发奖金
2.35 万元。这其中有为警方破
获有影响案件起到至关重要作
用的丁晓六，有勇救落水者但自
己虚脱被抢救的张志明，还有勇
擒逃犯的陈晨和索肖肖……

去年11月6日晨，张志明在
六摆渡水塘钓鱼时，看见不远处
一人跌落进河，他立刻连衣服也

顾不及脱就不假思索地跳下河
去营救，因落水者体重较大，张
志明一时难以将其拖上岸，因此
通过电话里 120 医护人员的指
导，在水中对落水者做心肺复苏
按压，等到救援人员赶到后，6
人合力才将 200 多斤的落水之
人从水中抬出来，此时张志明体
力已经严重透支，本身患有高血
压的张志明被送到医院时血压
已达 136/220，情况非常危险，
后经抢救方才脱离生命危险，遗
憾的是落水者抢救无效死亡。

（褚楚 晏海雁）

丹徒公安
专题表彰警辅人员见义勇为

润州表彰16名见义勇为人员

京江晚报讯 河南籍男子
张某和邓某在宁洛高速安徽曹
庄服务区加油时，意外在加油机
上捡到一张油卡。因一时贪念，
二人在短短数天之内，在包括窦
庄服务区在内的 4 个高速公路
服务区内盗刷油卡数万元。昨
天，记者从丹阳警方获悉，丹阳
访仙派出所成功破获了这起跨
省盗刷油卡案，为失主挽回了部
分损失。

“民警同志，我的加油卡被
盗刷了，要调取沪蓉高速窦庄服
务区加油站附近的监控，你们可
以帮帮我吗？”去年11月9日中
午，丹阳访仙派出所接到货车司
机李某的报警电话。

报警人李某反映，自己的一
张中石化加油卡分别在宁洛高
速安徽曹庄服务区加油站，沪蓉
高速黄栗树服务区加油站、仙人
山服务区加油站、窦庄服务区加
油站被人疯狂盗刷数万元。

李某还向民警反映，去年
10 月，他驾车在宁洛高速安徽
曹庄服务区加油时，因一时大
意，忘记取卡就驶离了加油站。

民警了解情况后，及时立案
侦查，同时安排警力前往上述的

4个服务区加油站，调取加油站
监控进行研判。在研判过程中，
民警发现一名身材较胖的中年
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带
着研判资料再次赶赴安徽曹庄
服务区，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进
行走访。

其间，曹庄服务区加油站的
一名工作人员向民警透露，研判
资料上的男子是一名货车驾驶
员，多次到安徽曹庄服务区加油
站加油。民警获取这一重要线
索后，通过调取监控，很快确定
嫌疑人驾驶的货车车牌号，并获
悉货车来自河南省漯河市。

于是，民警马不停蹄赶赴河
南漯河市进行抓捕。当民警赶
到漯河市时，涉案车辆驾驶员正
在外地出车。警方通过电话联
系，对驾驶员进行劝导教育，希
望他尽快交回油卡。

今年元旦前，通过民警多次
沟通与教育，犯罪嫌疑人张某和
邓某终于来到访仙派出所投案
自首。到案后，两人对当天在安
徽曹庄服务区捡到油卡，并疯狂
盗刷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
中。 （张斌 朱美娜）

高速服务区内捡到油卡
两男子疯狂盗刷数万元

昨天，粉墙黛瓦
的公厕为伯先公园的
游客带来了方便的同
时，也美化了整体环
境。据悉，伯先公园
投资 20 万元对两座
厕所进行全面改造，
目前，已达到旅游厕
所质量等级 AA 级标
准，受到附近居民和
游客好评。

文雯 刘容
摄影报道

伯先公园
公厕改造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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