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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钱错汇到他人账户

乐至警方帮忙追回
本报讯（蒋波）7月 21日上午，乐至县公安局宝林

派出所接到群众唐书军求助称：家里给自己邮寄的钱
不小心汇到别人账户上，请求警方帮助。接警后，民
警立即与报案人取得联系。

经了解得知，7 月 19 日，唐书军的舅舅通过石佛
镇邮政储蓄所的自动存取款机向其汇了 5000 元钱。
过了一两天后，唐书军发现钱仍然没有到账，于是向
其舅舅询问情况。唐书军的舅舅在接到电话后，立即
赶到石佛镇邮政储蓄所询问。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查
询发现，由于他在使用自动存取款机时没有认真核查
对方账户账号，导致在汇款时将钱错寄到了宝林镇李
胜华的账户上。

派出所民警接到唐书军求助后，一面立即与宝林
邮政储蓄所取得联系，一面积极查找李胜华的居住地
址。在查询到李胜华的居住地址后，民警立即赶到其
家中，耐心细致劝说，李胜华主动将错打到自己银行
账户上的 5000元钱取出，并交还到唐书军手中。

用租来的车做抵押贷款

安岳警方迅速抓获骗贷男子
□ 汪雪

眼睁睁看着别人将贷款客户“抵押”的汽车开走，
安岳县普州信合公司的经理莫先生又气又悔。他怎
么都想不到，久经职场的他竟然遭遇了诈骗！

7 月 21 日早上，莫经理正在公司上班，这时店里
进来一位西装笔挺的客户，莫经理热情地上前接待，
经一番交谈后得知，该客户姓郑，由于生意上急需周
转资金，迫不得已将自己的爱车抵押给公司，想申请
四万元贷款。莫经理接过郑某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和
行驶证，经查验齐全无误，作为抵押物的汽车也停在
公司门外，莫经理很快就对郑某放款了。

第二天一大早，莫经理正在店里整理客户资料
时，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子走了进来，一上来便找到
莫经理问昨天那辆汽车的事，并称汽车归××汽车租
赁公司所有，现在租赁期到，要将汽车收回去。莫经
理听得云里雾里的，赶紧把昨天郑某交过来的资料翻
出来，一边查看，一边回想昨天的办理流程，恍然大
悟：这些资料上显示的信息一定是假的！

于是，莫经理连忙拨打了 110报警。北坝派出所
民警在了解事情经过后，随即展开行动。通过对车辆
信息调查，得知被抵押给莫经理的那辆车所属的租赁
公司在成都，于是民警兵分两路，一队人走访调查郑
某的信息，防止外逃；另一队人赶赴成都，对车辆信息
进行核实。

通过调查，警方得出结论，郑某通过办理假行驶
证将租赁的汽车抵押给莫经理贷款，证据确凿。随
后，警方对郑某实施了抓捕，四万元贷款被如数追回。

“2010年 5月后，资阳再没发生一起
拐卖案件，按理值得高兴，但始终高兴不
起来。”2016年11月8日，躺在病床上输液
的黄荣成叹着气说，2010 年邓奥被拐案
件至今未破，53 岁的他不希望此案成为
他一生的遗憾。

案件发生于 2010年 3月 26日下午 4
时许。当天资阳城区皇龙小区的邓勇
刚、刘红夫妇二人报案称，刚满 3岁 10天
的二儿子邓奥在小区内失踪。

黄荣成和同事调取视频监控后发
现，拐走邓奥的是一名跛足男子，但监控
中只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背影，再无其他
有效线索。民警进行摸排后，未取得任
何进展。然后，警方对资阳市内所有疑
似犯罪嫌疑人的残疾体貌特征的人进行
逐一辨认，但均被排除嫌疑。警方还向
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发出协查通报。

“前后辨认 3000 多人，毫无线索。”
黄荣成说，到 2013 年底，案件仍无任何
进展，专案组感到了巨大的挫败感。

2014 年，遂宁蓬安县、内江资中县
先后发生儿童拐卖案件，两地视频监控
中，作案人员身形、步态与邓奥被拐案
作案人员极其相似，于是 3 起案件并案
侦查。因其中一地的监控成功捕捉到
了嫌疑人的面部特征，犯罪嫌疑人最终
被锁定系同一人，三地警方联合将其抓
获，并成功解救出 3名儿童，但其中并没
有邓奥。

“嫌疑人开始并未交代邓奥一案，我
们在深入侦查，出示证据时，他才老实交
代。”黄荣成说，犯罪嫌疑人虽然被抓获，
但邓奥几经转手，已经不知去向，最终确
定的大致方向在广东汕头。

“在那里摸了半年多，希望在一次擦
肩而过中找到邓奥，但没有任何进展。”
2015年 10月，黄荣成从广东汕头回到资
阳后，每天都要在网上浏览。他说：“孩
子没有找回来，案子就不算破，案子过去
6年了，每年邓奥的生日，我都在想他长
大变成什么样了呢？”

10余年孜孜不倦
换来30多个家庭团圆
——记雁江分局打拐民警黄荣成

“刚接手打拐工作，不熟悉，也没经验
可循，开始三年一案未破。”黄荣成说，2006
年，他开始负责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的打
拐工作，但所有拐卖案件几乎没有基础材
料，破案不知从何下手。 但他不气馁，并决
定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先查阅历史档案，
梳理每一个案件的线索，然后走访各个派
出所进行核实。

到 2009 年，3 年过去，黄荣成梳理清楚
了半数左右报案登记的拐卖案件，整理出将
近40件儿童拐卖案。

2010年 10月 12日，自贡籍妇女张素芳
来到雁江区分局刑侦大队，找到黄荣成，恳
求帮忙找回失踪 20多年的儿子李玉春。

孩子于 1987 年 5 月失踪，张素芳为找
孩子足迹遍布全国，丈夫不理解跟她离
婚。她也从青春少妇变成白发老人，唯一
的心愿就是找回儿子。

黄荣成说，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张素
芳，当时他泪水夺眶而出并暗暗发誓，一定
要将所有“人贩子”绳之以法，帮“失孤”的
父母实现团圆梦，也在这一年，他主动申请
成为了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黄荣成立即将张
素芳的信息录入公安数据库，又千方百计
找到张素芳的前夫采集了 DNA 信息一并
录入全国打拐库。同时又在宝贝回家网站
发布信息，2011年 9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督
办拐卖案件进行侦查。

2012 年 8 月 1 日，奇迹出现了，李玉春
与河北的魏庆龙比对成功。8 月 13 日，60
岁的张素芳在成都双流机场见到了失散 25
年的儿子李玉春，母子俩抱头痛哭。

“我躲到一旁，也流泪了，终于破案了，
激动。”黄荣成说，这一年他共破获了 8起拐
卖案 。

黄荣成非常自豪地告诉记者，成功
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团聚后，逐渐有全国
各地的寻亲者将血液样本送到他这里，
他都帮忙录入全国打拐DNA库，也多次
帮外地失散家庭团圆。

2014 年 5 月，正在上海科技学院读
大三的赵淮南通过微博发布了一条寻亲
信息，要帮他妈妈寻找四川老家的亲
人。1个月后，黄荣成看到了这条消息，
马上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了唐群花的家
人，并和赵淮南取得了联系。

2014 年 7 月 23 日，56 岁的唐群花，
从安徽淮北回到她的家乡四川简阳石桥
镇团结村。为了这一天，唐群花足足等
了 28年。

28 年前，罹患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唐
群花在简阳石桥火车站被一个养蜂人拐
走，从此被迫与前任丈夫和两个孩子分
离，后来辗转流落到安徽淮北。

黄荣成说，现在很多寻亲线索都从
网站来寻找，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电脑，在网站上浏览寻亲信息。

宝贝回家组织志愿者四川片区负责
人李洪说，黄荣成作为省内最早一批加
入的民警志愿者，十分积极和主动，寻亲
的人找到他，他都会给予帮助。

成为志愿者后，“爱玩电脑”的黄
荣成，最初并未得到家人的理解。“回
到家啥都不管不问，有时间就扎进电
脑里。”黄荣成妻子黄艳秋说，“开始担
心他上网走邪门，所以没少埋怨他。
后来才晓得，他是在网上参与打拐和
帮助失散家庭寻找亲人，埋怨也就变
成了支持。很多时候，他为某一家人
团聚激动万分时，我这个当妻子的也
跟着他高兴。”

2006年至 2016年的 10年间，雁江区
共立案 313 件拐卖案件，破获 312 件，解
救被拐卖妇女、儿童 290人。其中，他主
侦案件 30余件，圆了 30多个家庭的团圆
梦。黄荣成也因此两次荣立三等功，一
次荣立二等功，获得 2015年四川最美人
民警察特别奖，并曾受邀前往公安部作
打拐工作经验汇报。

□ 实习生 苏秋伃 本报记者 胡佳音

黄荣成，今年54岁，是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一名普通刑警，也
是一名宝贝回家志愿者，2006年开始专注打拐。他参与雁江区分
局313件拐卖案件，主侦30余件，让30多个家庭团圆。

白发母亲恳求 他流泪发誓将罪犯绳之以法

他是一名热情的志愿者 帮30多个家庭团圆

仅剩一案未破 病床上仍想着找回孩子

为了城市的安宁，7月中旬以来，资阳警察们与太阳肩
并肩同行

训练场上，与烈日争锋，与滚烫的地皮较量
尽管，要不了几分钟便浑身湿透，双眸被汗水模糊
尽管，皮肤黑得发亮，喉咙冒烟似的疼痛
尽管，一个再一个的同事，中暑晕倒
我们，依然
不畏，不退 曾维香 刘云涛 汪雪 摄影报道

训练中的民警。

训练中，一名特警队员中暑。

基层民警走近
倾听他们的故事

训练场上，民警们在灼灼烈日下经受“烤”验。

姓名

代作红

温道刚

胡林

周阳

熊毅

张飞

魏明友

峗真华

冯正春

谢培德

案件类别

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

醉酒肇事

肇事逃逸
饮酒肇事

肇事逃逸
醉酒肇事

肇事逃逸
醉酒肇事

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

醉酒肇事

肇事逃逸

事发时间

2016/5/21

2016/7/10

2016/9/16

2016/4/17

2016/9/4

2016/12/14

2017/1/18

2016/12/9

2016/9/24

2016/8/25

事发地点

319国道2529公里500
米

资阳市雁江区书台路

资阳市雁江区板永路中和
工业园东西干道安置房外

资阳市雁江区资溪路38
公里

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与
工业大道交叉路口

乐至县北街
文轩书店外道路

宝台大道半山风情小区外

安岳县岳阳镇
普州大道北段

318国道2361公里990米

安岳县城普州大道北沿线
与丝绸路交叉路口

黄荣成。

2017年上半年资阳市
“终生禁驾”驾驶员名单

三伏天 大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