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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色引诱+酒驾碰瓷 敲诈勒索20万元

专业碰瓷团伙覆灭 请受害人尽快报案

扫黑除恶进行时

兹定于2019年5月10日下午13:30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歌
剧院（振宁路与生兴路交叉口，生兴路169号）公开拍卖杭州市萧山
区宁围街道盈一村盈一佳苑 18 间商业用房建筑面积总计约
3079.13平方米八年租赁权，分间拍卖，每间建筑面积约72.88—
322.07平方米不等，起拍价4.6—17.7万元/首年（即约1.5元—1.7
元/平方米/天），竞买保证金10万元/标的。上述标的首期租金二年
一付，第三年起租金三年一付，标的先付后用，租金递增幅度为第
1—2年年租金相同，第3年年租金在第2年年租金的基础上递增
5%，第3—5年年租金相同，第6年年租金在第5年年租金的基础
上递增10%，第6—8年年租金相同，履约保证金为首年成交价的
50%，2019年9月1日前为免租金装修期，均有业态限制。

委托人根据既往合同履约情况，已提供拍卖人书面的“未履约
人名单”，被列入“未履约人名单”的人员不得参与本次拍卖且不得
进入拍卖会场，查询电话：0571—85108026。

标的位于地铁二号线飞虹路站东北侧，鸿宁路以南，毗邻杭甬
高速萧山出口及亚运村（预计2021年底竣工、2022年3月全面投入
试运行，届时可容纳10000余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约5000名媒体
人员、近4000名裁判员，亚运村的建设不仅是成功举办2022年第19
届亚运会的基础工程，也是杭州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部
署，将成为杭州建城史上的一个新亮点，信息来源：杭州网），地理位

置较为优越。
一、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二、报

名、展示时间：2019年5月7—9日（9：00—16：00）止，标的现场展
示，委托人（杭州萧山宁围盈一股份经济联合社）咨询电话：0571—
82871968，若需在非展示时间看样的，请自行与委托人联系。报名
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料（自然人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单
位须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之外工作人员参加拍卖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凭交款凭证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竞买保证金交入账户：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开 户 银 行 ：农 业 银 行 延 安 路 支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19036101040016242。竞买人须以本人名义交纳竞买保证金，
保证金请以银行转账、电汇、银行汇票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交纳保证
金时，请在进账单凭证上注明“盈一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9年5
月9日16:00前交入上述账户，不计息。

咨询、报名地点：萧山区宁围街道盈一村盈一佳苑（鸿宁路1011
号）标的物现场

联系电话：13656676677 13567157080 0571—85108026
标的清单及相关信息查阅请登录下列网站：
www.zjspmh.com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盈一村盈一佳苑18间商业用房8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4月26日 8∶30-16∶30

停赵一A182线（退运后为备
用 A182 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21#杆（赵一 A1822 开
关）：义桥镇联三村、杭州萧
山远大机电、锦仕晟钢铁、祥
惠五金、铁蹄机械、立胜电器
设备等一带；8∶30-16∶30停
华浙A180线（退运后为备用
A180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义桥镇杭州永利链业、山丰
机械等一带；8∶30-16∶30停
通惠变汇德C781线永山分
支开G14北干一苑9#公变：
北干街道北干一苑及其周边
一带；8∶30-16∶30 停姚吕
A876线澜悦帝景湾5#公变：
新塘街道澜悦帝景湾小区；8

∶30-16∶30停江吕A890线
澜悦帝景湾6#公变：新塘街
道澜悦帝景湾小区；8∶30-
16∶30停江吕A890线澜悦
帝景湾4#公变：新塘街道澜
悦帝景湾小区。

招 聘
萧山区（包括大江东）银

行系统招聘保安员，要求：
男，年龄 18-45 周岁、身高
170cm以上、初中文化以上、
无犯罪记录、工作认真有责
任心、退伍军人及萧山户籍
优先，长白班，工作地点：离

你就近的银行，年薪不低于
45000 元，购买 5 险。联系
人：孙经理 13738024686。

萧山瑞莱克斯酒店4楼
棋牌足浴店开业

热烈庆祝萧山瑞莱克斯
大酒店4楼棋牌足浴隆重开
业！地址:金城路 1618 号，
通惠中路707号，金城路与通
惠中路交叉口。预约电话:
0571-58086018

/58081006
恭候大驾光临！

●遗失张君男，浙江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就业协议1份，编号：
0201497，声明作废。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
代办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启 事

便民热线

商务资讯

招聘信息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久祺机械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全明涂装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市心南路32-34号，面积约260平方
米，陶唐弄13号西1间，面积约10平方米，人民路86-2、86-1号，
面积约60平方米，临街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办公室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联系人：孙先生。
市心广场D座1011号，面积约190平方米，市心广场D座1008

号，面积约43平方米，临浦峙山北路与东藩南路交叉口原南方浴室，
面积约184平方米，旺铺出租。报名截止2019年4月26日。

联系电话：82737936 联系人：黄先生。

招 租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4月25日

晚潮时间
17:30
17:46
19:37
危险

高潮位
(米)

4.70
4.70
4.5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26日

早潮时间
04:30
04:46
06:30

高潮位
(米)

5.20
5.10
4.80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见网友掉进温柔乡
酒驾破了财

3月 5日18时许，萧山的吴先生（化
姓）通过手机交友软件结识了一名自称

“李娜”的陌生女网友。“我晚上一个人很
寂寞。”对方言语撩拨，频频暗示，吴先生
很快便心猿意马，双方约定到城厢街道一
家烤鱼店见面吃饭。

临行前，女网友还貌似关心地问吴先
生怎么过来，路程远不远。在得知吴先生
开车过来后，对方发了一个高兴的表情。

如约见面，吴先生惊喜地发现女网友
年轻秀丽，打扮得花枝招展，且热情活
泼。席间，李娜频频劝酒，为了不拂美人
意，吴先生喝了不少。饭罢，对方让吴先
生送其回家，吴先生准备找个代驾。

“男人不要这么婆婆妈妈，又没多少
路。”禁不住漂亮女网友催促，吴先生便开
车带对方上路。行驶至一个十字路口转
弯时，一辆白色轿车突然从后面加速超
车，车身快速贴向吴先生汽车侧后方，两
辆车随即“亲密接触”。

对方车上下来一名男子，称吴先生是
酒驾，问他想如何处理。心惊胆颤的吴先
生为求脱身，便和对方讨价还价，最终被
迫转给对方1.6万元私了。李娜称自己受
到惊吓，悄然离去。

事后，吴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报案。
接警后，城厢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组，办
案民警黄建波等人经过缜密侦查，报案第
二日，便将涉案的高某（29 岁，河南人）及

其老乡乔某某、曹某某等人抓获。

恶势力团伙频作案
警方顺藤摸瓜抓获6人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吴先生反映，其
朋友也有类似的被敲诈的过程。经分析
研判，警方发现案件背后很可能是一个以

“女色引诱”+“酒驾碰瓷”为手段，实施敲
诈勒索犯罪的恶势力团伙在作祟。

专案组多管齐下，在审讯相关嫌疑人
的同时，积极寻访案件受害人，深挖收集
线索证据。

经过周密部署，4月9日，专案组再次
集中力量实施抓捕，将29岁的赵某某（安
徽人）和24岁的阳某某（湖北人）等团伙其
余成员抓获归案，该“酒驾碰瓷”恶势力团
伙被连根铲除。

团伙以高某为首、赵某某、阳某某等
人为主要成员，自2018年9月起，多次以

“女色引诱”+“酒驾碰瓷”手段实施敲诈勒
索犯罪活动。

且每次引诱受害人，皆为团伙“大姐
头”高某亲自出马，所得赃款高某占一半，
其余由参与人员平分。

2018年 9月14日凌晨，受害人李先
生（化姓）被嫌疑人高某约到萧山一家烧
烤店喝酒吃饭。

在开车送高某回去途中，被嫌疑人阳
某某等人驾车追尾，后被对方以酒驾相威
胁，敲诈人民币3万元。

2019年1月7日晚，受害人陈先生（化
姓）被嫌疑人高某约到萧山某饭店吃饭喝

酒，高某以让陈先生到其房间休息为由，
引诱陈先生酒后开车送其回家。

途中，尾随的嫌疑人曹某某等人驾车
伺机故意与陈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
以酒驾相威胁，敲诈2.6万余元。

2019年 1月23日晚，受害人戴先生
（化姓）被嫌疑人高某约到某饭店吃饭喝
酒，事后戴先生驾车送其回家，途中由犯
罪嫌疑人曹某某等人驾车从后方超车故
意制造交通事故，敲诈1.3万元。

……
目前，萧山警方已初步查明该恶势力

团伙参与的“碰瓷”案件10余起，涉案金额
20余万元，涉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
刑事拘留，2名犯罪嫌疑人刑拘上网，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

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之所以屡屡得
手，正是抓住了“酒驾”司机害怕把事情闹
大的心理。身正不怕影子歪，在此提醒广
大司机朋友，只要严格遵守各项交通法
规，不法分子便无机可乘。

如果遇到疑似碰瓷，应保持冷静，收
集证据并报警，或向保险公司报案，切莫
花钱“私了”。

最后，萧山警方呼吁本案中尚未报案
的受害人尽快与警方联系，配合调查，为
自己讨回公道。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检

本报讯 萧山人吴女士（化名）
是一名淘宝网店店主，三年前，一名
顾客在签收她淘宝店的货物后发起
仅退款不退货的申请，并在退货理
由中阐述因该店产品未贴中文标
签，违反法律规定，要向相关部门举
报。

因为对这块的法律不太清楚，
吴女士拒绝了对方的申请。不料，
相关部门对其仓库进行检查，并对
店铺进行了处罚。

吴女士联系了之前那名顾客，
对方承认是自己举报的，并且表示
已在淘宝上进行了投诉。对方没有
直接提出要求，但是暗示吴女士给
好处来摆平这个事情。

因为急于想把事情处理掉，迫
于无奈，吴女士提出了给对方600
元的东西，对方同意撤掉投诉。

让吴女士没想到的是，这次破
财免灾换来的是得寸进尺，对方尝
到“甜头”后又打电话给吴女士，说
店铺里的其他商品也存在违规问
题，威胁要向工商部门举报。

跟第一次一样，对方还是暗示
吴女士继续给好处。为了避免麻
烦，经过商量后，吴女士再次寄了价
值600元左右的商品给对方。

就这样，吴女士陆续发给对方
指定价值的商品，一直持续到2017
年1月左右，吴女士明确提出不想
再寄东西了，对方随后又多次联系
吴女士，威胁说有办法把店铺封掉。

在遭受了一年多的威胁骚扰，
为息事宁人而选择向对方免费邮寄
商品共计7000余元后，无法再忍受
对方勒索的吴女士选择报警。

警方介入后发现，对方是一对
上海母子，儿子章某，今年41岁；母
亲姓俞，69岁。母子俩结伙，先从
吴女士的淘宝店购买小金额商品，
后以向食药监、工商、税务等相关国
家监管部门投诉购买的商品存在未
贴中文标签、质量瑕疵、未开具发票
等问题为要挟，迫使吴女士给予赔
偿、免费提供商品。

除了吴女士外，还有多家淘宝
店店主被两人用同样的套路进行敲
诈勒索，加上从吴女士处索要的赔
偿款及商品，章某、俞某合计敲诈勒
索财物1.5万余元。

归案后，两人基本如实供述了
多起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且退出
了全部赃款，并已取得被害人谅解。

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
两人提起公诉。最终，因犯敲诈勒
索罪，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
处罚金4000元；俞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3000元。同时，扣押在案的赃
款，发还相关被害人。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区检察院
发现该名网店店主在经营两家淘宝
店铺时存在进口食品的预包装上不
贴中文标签等违反我国《食品安全
法》的行为，在给犯罪嫌疑人敲诈勒
索以可乘之机的同时，也给消费者
的健康安全留下隐患，遂对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加大查
处力度，规范进口食品市场。

检察官提醒商家，在做到规范
经营的前提下，应积极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遇到敲诈勒索时，不要存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息事宁人心
理，而应第一时间报警，对违法犯罪
的行为坚决说“不”。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近日，萧山警方打掉一恶势力团伙，破获该团伙参与的数起敲诈勒索案件。作案团伙中，“大姐

头”高某负责约见男性网友，色诱受害人酒驾，其他团伙成员则借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随后以司机

酒驾相威胁进行敲诈。

昨日，萧山警方召开发布会公布了相关案情，目前已初步查明该恶势力团伙参与的“碰瓷”案件

10余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警方呼吁其他受害者尽快报案，为自己讨回公道。

不给钱财就举报

母子合伙敲诈多名网店店主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