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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被抓
4 月 16 日 10 时许，海西州公安

局交警支队格尔木车管所正在进行
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一考试。考试
中，有一名考生称他使用的考试电
脑屏幕有问题，想要巡考民警帮忙
调试。寻求帮助的这名考生身穿一
件胸口处是刺花图案的黑色卫衣，
不知为何看见民警走近，该考生的
神情显得很慌张。

细心的民警听到考生身上传来
细微的杂音，凭借丰富的考场经验
加之看到该考生行为异常，对这名
考生立即进行检查。发现该考生身
穿的黑色卫衣胸口刺花处有疑似微
型摄像头的设备，而他的腰间也有
凸起物，经过检查确认是接收器及
电池，耳内还藏有一个米粒大小的
微型耳机，至此该考生作弊行为败
露。

此时，民警发现考场中还有另
一名考生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最终
确认这名考生也随身携带着用来作
弊的电子设备。

随后，格尔木车管所民警将两
名携带作弊设备的考生及作弊设备
依法移交给刑侦部门。因这两名考
生在考试过程中有作弊行为，被取
消了考试资格，并在一年内不得再
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侦破案件
作弊的两名考生一个名叫老李，

另一个名叫刚子，这两个人都是文盲，
大字不识几个，两人一直想考驾驶证，
但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就想通过“特
殊手段”拿到驾驶证。两人多方打听
后得知驾校周边有一马姓男子可以
满足他们的心愿，而且是通过“高科
技”手段助其实现拿驾驶证的目的。
就这样，两人便向马某分别缴纳了
5000元的报考费，然后参加了4月16
日上午由车管所组织的机动车驾驶
证科目一考试。

格尔木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
陈文韬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这
名马姓男子在考场外通过针孔摄像
头拍摄考试试题通过无线电传输至
高清显示屏上，再通过对讲机将答
案报送至考生携带的无线微型耳机
里。”

至此，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
确、多人配合、共同牟利犯罪的团伙
逐渐清晰。鉴于案情重大，格尔木
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在刑侦支
队、金峰路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的配
合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公安部门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这名马姓男子名叫马军，还有一个同
伙叫杨子。狡猾的犯罪嫌疑人马
军、杨子发现事情败露，驾车往西宁
方向逃窜。格尔木刑侦支队支队长
祝显胜率领侦查员驱车，同时向乌
兰县公安局通报案情，请求设卡拦
截。在乌兰县公安局刑警、交警的
大力协助下历经 3 个小时的围追堵
截终于在乌兰县茶卡地区将犯罪嫌
疑人马军、杨子抓获。

刑事拘留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马军、杨

子交代了组织考试作弊牟利的犯
罪事实。马军在 2017 年底从网上
购买用来考试作弊的发射器、微型
摄像机、无线微型耳机等设备，经
反复试验成功后根据考试的难易
程度，以每人 1000 元至 5000 元不
等的价格，曾“帮助”20 多名考生通
过了科目一、科目四的考试，从中
牟利 5 万余元。

公安部门缴获作弊所用电脑两

台，带有针孔摄像头的衣服 4 套，对
讲机 8 个，发射器 3 个，带有接收器
的高清屏幕 3 个，无线微型耳机 11
个，针孔摄像头 4 个等作案物品。

犯罪嫌疑人马军、杨子因涉嫌组
织作弊罪被格尔木市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现羁押在格尔木市看守所。

4 月 24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
交警总队车管支队相关负责民警，
车管支队民警提醒广大驾考人员，
作为驾驶人拥有合格的驾驶技术，
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最起码的
尊重，所以广大考生要以对自己负
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对待驾考。

再者，以作弊的手段通过驾考
本身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它扰
乱了正常的公平竞争，对其他人而
言也是不公平的。

对有作弊行为的违法人员，公
安部门将依法取消其申领资格，并
在 1 年内不得再次提请申领。此外
相关部门还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2017 年 1 月 20 日，是杨广欠
下高利贷的还款日。身无分文的
他情急之下，在岳母王华不知情
的情况下，偷了王华的存折，在中
国银行胜利路支行盗取了 45000
元，用于还款。

然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
次……

同年 2 月，杨广从中国银行八
一路支行盗取 3000 元，从中国银
行南山路支行盗取 24000 元，都用
来还高利贷，还将存折里最后的
600 元也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中。

4 月 20 日，王华发现自己放在

家中的中国银行存折不见了，找
了几天也未找到。4 月 23 日，杨
广被妻子叫到岳母家中帮忙找存
折，没有找到存折的王华准备报
案时，做贼心虚的杨广承认了存

折是自己拿的。
但他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

谎称当时要给孩子上户口，存折
就夹在户口簿里，发现后自己就
将存折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有空便会送回来。后来，王华几
次向杨广讨要存折，都被杨广以
忙为借口推脱了。直到 5 月 1 日，
杨广自知纸里包不住火了，便向
岳母道出“实情”，说将存折里的
72600 元取走做生意了，10 日内就
会还钱。毕竟是自己的女婿，王
华又陷入了被动的等待。

约定的十天到了，杨广依旧

未还钱，只是把一本已经取光的
存折归还给了岳母，此后便联系
不到。

11 月 29 日，王华来到西宁市
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报案，城东
警方经审查于 12 月 1 日立案侦
查 。 12 月 6 日 ，妻 子 与 杨 广 离
婚。今年 1 月 10 日，犯罪嫌疑人
杨广被抓获归案，杨广对盗窃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此案已由西宁市城东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2 月中旬，西宁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接到群众举报称，“华融银通”
有关人员以投资理财为由发展下
线，有传销之嫌。接报后，经侦支
队民警调查发现，2017 年 5 月有人
将“华融银通”从深圳引入青海，打
着投资理财旗号，拉人头发展会
员。成为会员需要缴纳入会费，入
会 费 用 分 为 三 个 等 级 ，A 级 费 用
57000 元、B 级费用为 19000 元、C 级
费用为 3800 元。入会以后，公司对

会员实行静态奖励和动态奖励。
静态奖励，即会员缴纳会费，会费
转换为电子积分，一元代表一分，
公司还会奖励会员已交金额一倍
的积分，同时会费的一半会在 152
天之内全部返现，另一半则用于在
网上商城购买商品。动态奖励就
是入会会员可以发展下线，下线三
级内可享受不同数量积分奖励，并
可一次性直接提现。

4 月 22 日上午，民警根据前期

掌握的线索得知“华融银通”有关
人员在西宁市城中区一酒店内举
行活动，办案民警迅速出动，现场
抓获组织领导传销的骨干分子 4
名。

据民警调查，此传销组织以“网
络商城、网络财富分享共赢、第四方
支付平台”等项目为幌子，以拉人头
缴纳费用为入会方式、以投资后返
利和发展下线为获利途径，在全省
范围内发展层级已达 6 级以上，参

与人数已达 300 余人。这起案件中，
落网的“华融银通”4 名人员只购买
了一单最低标准 3800 元的投资，有
人的积分已超过 200 万分。4 名骨
干分子中，除讲师来自浙江以外，其
余人员均为青海本地人。而目前发
现的投入资金最多的参与者，投资
总额高达 20 多万元。

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因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父亲身患绝症
李东峰（化名），西宁市人，

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李东
峰早年结过一次婚，并育有一
子，但由于他喜欢喝酒，酒醉后
经常失控对妻儿实施家暴，妻
子感到无法忍受，结婚 5 年后与
他离了婚，儿子由前妻抚养。
李东峰之后再未结婚。

离婚后，李东峰认为是前妻
抛弃他，由此产生怨恨情绪，并
将怨恨转移到儿子身上，从儿
子 4 岁起就对他不闻不问，也不
尽抚养义务。

2018 年 2 月，李东峰感到身
体不适，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检查，结果查出食道癌晚期并
且已大面积扩散，医生诊断他
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

李东峰很小就被父母过继
给他人，养父又很早去世，所以
李东峰没有家人和亲戚，他住
院后，一直是前妻为他安排治
疗，并且在所有医院手续上以
家属身份签字。

遗产赠与保姆
李东峰去世前希望儿子能来

看看他，前妻也通知了在外地工
作的儿子，让他赶回来照顾父亲，
但由于种种原因儿子没能赶回来
见父亲最后一面。

李东峰住院后到去世前的两
个月时间里，一直由一名他自己
找的保姆刘某照顾。住院期间，
医护人员一度以为刘某是李东峰
的家人，曾让刘某在治疗方案上
签字，但刘某当场拒绝，说不是李
东峰的家人，只是来护理他的。

李东峰 3 月 31 日去世，当天
他的儿子赶到西宁为他办理后
事。其间，李东峰的儿子发现一
件意外的事，父亲在去世前一个
月内将其名下所有财产赠与保姆
刘某，并且将唯一一处房产也过
户给了刘某，还在 3 月 13 日与刘
某领了结婚证。

达成过户协议
4月6日，李东峰的儿子到青

海法制报社寻求帮助，咨询他是
否还对父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4 月 16 日，记者就此事采访
了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法官卓玛。卓玛介绍，如果老人
与前妻离婚时没有进行财产分
割，老人的儿子可以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父亲的遗产重新分割。

4 月 20 日，记者采访了青海
观若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国徽。胡
国徽说，此案中，老人明知保姆不
能与其共同生活履行妻子责任，
却在病重临近去世前与保姆领了
结婚证，还将财产赠与保姆，实际
是一种过激行为。老人的儿子可
以向法院申请对房产过户手续进
行撤销，以维护自己的继承权。
但老人现已过世，将房产赠与保
姆的行为是否为老人真实意思表
示举证困难，基于保姆照料老人
且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法院审
理时应当谨慎处理。

4 月 23 日，李东峰的儿子告
诉记者，他已与刘某达成协议，刘
某将房产过户给他，由他支付给
刘某8万元现金作为补偿。

机动车驾驶证资格考试是由车辆管理部门统一组织考试
后取得驾驶资格。然而偏偏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想通过投机
取巧来完成考试；还有人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利用“高科技”
设备组织考试作弊。

近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就有两名考生在

科目一考试现场被巡考民警抓了个正着，而且两名在考场外
通过无线耳机提供考试作弊帮助的犯罪嫌疑人也被刑侦部
门成功锁定并抓获。

这起案件是格尔木警方侦破的首起利用“高科技”设备
组织考试作弊案。

■ 本报记者 祝嘉忆

拉人头缴会费实为传销
■ 本报记者 陈文雯

遗产继承
之争
■ 本报记者 蓝海梅

——格尔木警方破获首起组织考试作弊案

驾考作弊，栽了吧！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修
正后的刑法明确提出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
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84 条【非法使用窃
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考试作弊罪】非法使用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驾
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

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
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
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由此可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有关规定，驾考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驾
考中，除了组织考试作弊罪之外，考试作弊也有相应
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 88
条：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领机动车驾
驶证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
证。

2016年12月，犯罪嫌疑人杨广趁着妻子拿岳母的银行存折帮其缴纳养老金之机，得知了岳母存折的密
码，之后为偿还高利贷他将岳母的存折偷走……

存折
去哪了？

■ 本报记者 沈晓琛 通讯员 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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