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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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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业男子又骗8人 再上法庭表情淡定 腿却抖不停

称能办进京户口 骗240万受审
以办理进京户口为名， 张某先后
诈骗八人共计 240 余万元，因涉嫌诈
骗罪被提起公诉。今天上午，此案在朝
阳法院公开审理。
现 年 43 岁 的 张 某 住 北 京 东 城
区，大专文化的他处于无业状态，曾因
犯非法拘禁罪、抢劫罪，于 2000 年 6
月被北京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六个月。 再次走进法庭的张某显得有
些淡定，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右腿
一直不停抖动。
张某在法庭上承认， 自己并无办
理进京户口的能力。
据其供述，2014 年， 他微信中的
一位陈姓朋友发给他一条有关办理进
京户口的消息， 并称可以军队转业人
员落北京户口为名办理进京户口。 随
后张某将这一信息发到朋友圈， 并与
其朋友王某杰约定通过陈某为他人办
理进京户口， 由王某杰联系需要办理

进京户口的人员，二人从中收取提成。
几天后， 张某将一位需要办理进
京户口人员的信息及 30 万元现金交
给陈某。 本以为事情进展顺利， 不料
2015 年陈某突然消失了。 事情没办
成，钱也没有了。随后张某与王某杰商
议，把后续几个人的进京户口
“办”了，
把之前的账抵了。
公诉机关指控， 张某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 以办理进
京户口为名，先后骗取被害人张女士、
赵先生等 8 人合计 240 余万元。 后于
2018 年 1 月 21 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 张某当庭
表示承认。
公诉机关认为， 张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建议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到

张某回答公诉人提问 摄 / 于忠洋

12 年，并处罚金。
张某的辩护律师称， 案发后张某
积极赔偿，并已经获得三位被害人的谅
解。 张某的女儿不满四岁，成长过程中
需要父亲的陪伴，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在最后陈述中， 张某向被害人表
示歉意，表示日后会积极退赔。家中有
年迈的父亲想回去尽孝， 还想陪伴不
满四岁的女儿成长， 恳请法院从轻处
文 / 于忠洋
罚。 此案未当庭宣判。

欠近亿元不还 全峰快递44辆车被封
本报讯（记者 洪雪）
“我这一年来
没干别的，光追债了，可到现在还有
300 多万没追回来。”申请执行人祝先
生说。 今天上午，二中院对全峰快递
公司进行强执。 记者了解到，其涉及
10 件执行案件，标的近 1 亿元。
经现场搜查，法院将该公司的 44
辆汽车贴上封条，并对车间里的一条
物流自动分拣线予以查封。
上午9点，冒着大雨，法官和法警
近20人来到位于朝阳区黑庄扈的全峰
快递公司，“我们是二中院执行局的法
官，你公司不履行仲裁结果，现对你公
司进行现场搜查。 ”法官李浩对公司人
员出示了搜查令。
走进公司车间，记者看到偌大的
车间內空无一人，只有一条物流自动
分拣线，机器上厚厚的灰尘显示已很
久没有运行了，最后，法官对公司院
内车辆和分拣线贴上封条。
祝先生说， 三年前他开始承接全

峰公司印刷快递单业务， 到去年年初
全峰已欠他上千万了， 怎么要他们都
不给，
“
我这一年没干别的，光要债了。”
祝先生说，后来要回来一部分钱，但还
差300多万元。
同样是申请人的高先生就没那
么幸运了， 被拖欠的 1000 多万元至
今一分钱没要回来。
“公司欠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没给
了。 ”在全峰快递留守的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前两年公司业务很红
火， 光北京地区的站台就100多个，
“但不知后来为什么业务一下子不行
了，现在北京的业务已全部停止。 ”
法官介绍，今年初开始，他们陆
续接到 10 件涉及全峰快递的执行案
件，涉及金额近亿元，“受理案件后公
司负责任人不接电话， 发传票也不
理。 ”最后法院决定强制执行。
据介绍，全峰快递目前在全国有
100 多起案件，涉及金额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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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官正在对全峰快递的车辆张贴封条

被指疑似吸毒 吴亦凡诉“揭秘那些破事呀”
本 报 讯（记者 周 蔚）艺人吴亦凡
认为微博“揭秘那些破事呀”故意捏造
其疑似吸毒的言论，遂将该微博所有
者王某某及新浪微博诉至法院，要求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 50 万元。
7 月 11 日上午， 该案在海淀法
院公开审理。 吴亦凡代理律师出庭，
该案被告王某某早早来到法庭。 王某
某今年 22 岁，安徽人，职业是运营自
媒体。
吴亦 凡 的 代 理 律 师 称 ：2017 年
12 月 15 日晚上 8 点多，新浪微博“揭
秘那些破事呀”发布一条微博，微博内
容为“
吴亦凡疑似毒瘾发作，神情懈怠
精神恍惚。 ”并配有吴亦凡的一段视
频。 该视频是吴亦凡先生参加某品牌
活动时的一段视频节选，作者上传时
进行了销声处理。 微博发出后，瞬间
上了微博热搜,对吴亦凡先生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

当晚 9 点多，吴亦凡工作室发布
声明，称网络所谓“吴亦凡吸毒”视频
内容，纯属造谣、恶意诽谤，将追究造
谣者的法律责任。 随后吴亦凡委托律
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浪微博删
除侵权内容，并披露截至删除时涉案
侵权文章的浏览量、转发量、评论量、
点赞量。 要求王某某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失 2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30 万
元及其他费用。
庭上，对于吴亦凡的诉讼请求，新
浪微博代理人称，在该案中其属于提
供空间存储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涉案微博内容是用户所发布，并非位
于微博平台的显著位置，公司对涉案
内容也未进行过任何编辑、整理或推
荐，对微博内容的存在并不知晓。 其
在收到起诉材料后，发现涉案内容已
被用户自行删除。 此后新浪微博也根
据法院的调查函及时、完整地披露了

微博用户的身份信息。因此，在该案中
无任何过错。
“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视
频并非我本人自行制作，我发布的微博
中注明转发，另外，涉案微博发布于两
年前， 而非原告所说的2017年12月发
布。 ”王某某几次在庭上激动地表示。
对此， 吴亦凡代理律师出示了涉
案微博视频，
“
这是吴亦凡参加某活动
时的视频，活动日期是 2017 年 12 月
15 日，所以涉案微博的发布时间不可
能早于活动时间。 ”
王某某称， 发布类似的内容是为
了营销，增加粉丝量，粉丝多了，就能
接广告。 目前王某某的微博粉丝有 11
万左右， 之前接过广告，
“
每条广告连
一千块钱都不到。 ”同时，在庭上其也
承认微博内容不属实， 确实对吴亦凡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截至记者发稿，庭审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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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正宗缅甸翡翠
本司长期去缅甸赌石， 有大批
中高档缅甸翡翠，品种齐全。 现以远
低于市场价格销售，郑重承诺假一赔
十，如无损毁，三日内无理由退换货。
热忱欢迎有销售渠道的个人或公司
洽谈合作。 翡翠被称为玉中之王，是
世界十大宝石之一。 它以其异彩纷
呈 ，摄 人 心 魄 的 种 水 色 ，在 宝 石 界 独
领风骚。 是您收藏、投资、自用和作为
礼品的选择。 同时，诚聘有志于翡翠
行业的人士共嬴未来。
大道必成
联系电话 13971779999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