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9日讯 将面包车改
装成“救护车”，打着“光琇医院”
旗号在外揽客， 今天民警将该
“救护车”堵在修理店中，此时该
车的外观已经“焕然一新”。目
前， 长沙交警已经将车查扣，案
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9日下午， 长沙交警机动
大队接到湖南光琇医院报案，
有救护车打着他们医院旗号
在外拉客。“我们有员工在河
西看到我们医院的救护车停
在外面，觉得很奇怪，打电话
回医院问才发现那根本不是
医院的救护车。” 光琇医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

交警马上精准查缉，在长沙
某修理厂将涉案的湘AC228Z
假救护车查获，而此时，这台车
刚刚做完油漆，车身上已经没有
“光琇医院”字样。

今天上午，记者在长沙市交
警支队见到了驾驶员卢某及被
查扣的“救护车”。车外观看上去
与真救护车没太大差别，外观显
得特别新，车里有担架、氧气机

等设备。
卢某称，前女友曾在光琇医

院工作，她买了面包车挂在光琇
医院名下，两人分手时卢某将该
车买下，没过户。一年多前，卢某
花了几千元将该车改装成“救护
车”，招揽需要救护车的病人，按
照每公里8元收费。

“救护车上的灯、 设备都是
网上买的，车上没有医生，我只
接不需要医生的病人，比如受点
轻伤的。”卢某说，“我接到医院
电话后就想把车过户到自己名
下， 把车开到修理厂重新做下
漆。”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该车
行驶证确实登记为湖南光琇医
院有限公司， 使用性质为非营
运。“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根据
行驶证信息，该车就是普通面包
车，并不能作为救护车，涉嫌非
法改装。” 长沙交警机动大队民
警说。

目前，交警部门已经联系卫
计委、 医院对假救护车进行调
查。 ■记者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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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刮刮乐新票“积金至斗”登陆湖南
唐代诗人杜牧曾写有《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诗：

“亿万持衡价，锱珠挟契论。堆时过北斗，积处满西园。”
积金至斗这个成语即来源于此， 其意思是堆积起来的
金子能触到北斗星，比喻积累的财富极多。虽然积金至
斗跟金玉满堂、富可敌国等意思相近，但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出现频率却并不高。5月5日， 湖南彩市即将上新，
一款名为“积金至斗”的刮刮乐将登陆三湘，为湖湘彩
市注入新鲜活力。

福彩刮刮乐“积金至斗”创意于中国古典成语“积
金至斗”，票面的设计紧扣主题，层层的“金砖”触及“金
星”构成彩票主画面，精巧的构思令人着迷，充满财气之
感。寓意给彩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该票采用“金银卡纸”印
制，色彩更加炫丽、高档。面值
10元的“积金至斗”采用“九宫
格”的延伸玩法，玩法简单，刮
开覆盖膜，如果在成行、成列
或成斜方向上出现的数字全
部相同，即可获得该方向所对
应的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一等奖25万元。

新票新感受， 福彩刮刮
乐“积金至斗”就等你来！

■木子 经济信息

事情还得从开福警方破获的一
起电信网络诈骗案说起。

2017年12月， 受害人周先生在
微信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小丽，小丽称
有“时时彩”网站“内幕消息”，邀请周
注册账号并带着他购买“时时彩”，结
果周被骗3万元。周向警方报案。

长沙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经
侦查，这是一个架设虚假赌博网站，

通过操控后台数据诈骗受害人钱财
的福建龙岩籍犯罪团伙。

2018年5月， 专案组在福建龙
岩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电信诈
骗案件70余起。 随着调查深入，民
警发现，这起网络诈骗的背后，还隐
藏着一起银行卡非法购销案件。涉
案银行卡的开户地多在武汉， 而开
户人均为长沙高校的在校学生。

5月6日，交通银行与华
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与华
为公司副董事长胡厚崑出
席仪式并见证了协议签署。

根据协议，双方接下来
将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人
才培养合作，并依托华为的
技术研发平台， 在云计算、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以及
ICT前瞻性技术研究等方
面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交通银行为顺应金融
科技发展趋势，在“186”战
略施工图中将“科技赋能”、
“人才引擎” 等8项措施提
升到战略高度。当前，交通
银行进入了新一代集团信
息系统智慧化转型工程的
关键攻坚阶段， 希望与华
为在打造数字化、 智慧型
银行方面开展更多的技术
合作， 持续提升集团的服

务能力、管理能力、综合竞
争能力，推动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等
新兴技术与银行业务应用
深度融合， 助力交通银行
领跑金融科技新时代。

金融科技的发展引发
了银行业新一轮变革，为匹
配交通银行发展战略，华为
将为交通银行构建持续成
长的驱动力， 结合自身在
ICT信息技术领域的积累
以及对金融科技的理解，与
交通银行在打造数字化、智
慧型银行的征途上携手同
行，助力交通银行战略升级
转型。

此次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建立， 标志着交通银
行与华为将进一步实现优
势互补、互惠互利，全面推
进共同发展。

■蒋浩 潘显璇

帮忙办张卡可得300元，你动心吗？
长沙警方打掉一非法购销银行卡团伙，600余学生受害 一套卡转卖诈骗团伙可赚4500元

故意租售银行卡
违法

民警提醒，《银行
卡业务管理办法》规
定，租售银行卡的行为
可被处以1000元以内
罚款。出卖银行卡等个
人信息，还可能为他人
的诈骗、 洗钱提供便
利。如明知银行卡被用
于诈骗、 隐瞒犯罪所
得、洗钱等，还通过办
卡赚钱， 不但违法，还
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今年来长沙警方
刑拘电信网络诈
骗嫌疑人320人

通报会上，长沙市
公安局副局长韦树恒
介绍说，今年1月1日至
4月30日， 全市公安机
关共刑拘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320人，
成功破获3人以上团伙
案件33起，扣押涉案资
金500余万元。

办张银行卡就能得到300元“好处费 ”，你会动心吗？不少在校大学生动心了。但他们没料到
的是，他们的卡落到了诈骗分子手里。

近日，长沙开福警方抓获了一个非法购销银行卡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靠招聘兼职人员办
卡，再非法转卖赚钱。5月9日，长沙市公安局举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情况通报
会，通报了该起案例。

■记者 杨洁规

今年3月29日， 办案民警抓获
以福建安溪籍男子陈某深为首的
27名犯罪嫌疑人， 扣押银行卡、U
盾、手机卡200余套，笔记本电脑10
台，冻结涉案资金20余万元。

警方审讯得知， 陈某伟发展多
名下线， 负责在长沙各大高校发送
所谓“日赚200元-300元”的兼职信
息， 并带领愿办银行卡的大学生去
湖北等地办卡，每办一张银行卡，则
给开卡人200-300元； 下线将办好
的银行卡以每张800元到1200元不

等的价格卖给陈某伟， 陈某伟赚取
每张200元的差价转卖给陈某深，
陈某深通过微信每套银行卡以
3800元到45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
卖给在越南、 菲律宾等境外的电信
诈骗团伙。

“电信诈骗团伙要这么多卡，就是
为了得逞后以最快速度把钱转走，加大
了公安机关的打击难度。”刘硕说道。

目前， 开福区检察院已以涉嫌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对陈某深等15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批捕决定。

“办张银行卡就能赚300块，我
就拉了两个同学去。” 长沙某高校大
二学生小周说，虽然有顾虑，但在利
益的驱使下还是心动了。 他回忆，那
天，一名叫浩哥的男子带他们坐高铁
到武汉某银行， 全程陪同指导他们办
卡，“谎称要创业，要办100万额度的。”

小周等人办了3张卡，并开通了
U盾、网银和手机银行，还办了张手

机卡。之后，这些及他们的身份证复
印件都被浩哥拿走了，“他安排我们
吃饭后，又送我们回长沙，给了每人
300块钱。”

开福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刘
硕说，经调查，长沙共有40余家大
中专院校的600余名学生参与办
卡， 其中还有不少人主动拉多人办
卡成了嫌疑人。

网络诈骗案牵出银行卡非法购销案

去武汉开张卡可得300元，还包吃包住

一套银行卡，转手卖到4500元

延伸

交通银行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医院挂靠车私改救护车公然揽客
原来车主前女友曾在该医院上班

5月9日上午， 涉案假救护车被民警查扣在长沙市交警支队前坪。
记者 虢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