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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热线

“
春雷行动”进行时，酒驾醉驾毒驾哪里逃

多警种联动严查“三驾”成常态
晚报讯 12日晚9时30分许，
家住市区的青年男子何某驾驶轿
车经过市区姚港路红星路路口时
被在此执勤的市公安局联合执法
队查获。经呼气测试，何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达110mg/100ml，涉嫌醉
驾。
“多警种开展‘三驾’违法联
合整治已成常态。”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副支队长张卫民介绍，3月1
日“春雷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
局启动联合执法机制， 交警、禁
毒、治安、巡特警等部门派警组成
联合执法队，严查酒驾、醉驾、毒
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2日晚，
全市共出动交警1100人、 巡特警
60人、禁毒警40人，设置执勤点78
处，其中联合检查点27处，检查车
辆1.3万辆， 查获饮酒驾驶68起、
醉酒驾驶4起。 值得关注的是，此

次“春雷行动”实施“酒毒同检”，交
警、巡特警、禁毒等部门分工合作，
对毒驾行为开展严查严治。12日晚9
时40分许，市交警高速四大队、禁毒
支队、 开发区巡特警大队在苏通大
桥北公安检查站联合检查点， 查获
盐城籍驾驶人茅某及乘车人孙某，
经尿检冰毒均呈阳性， 而茅某也成
为3月1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市查获的
第5名
“
毒驾”司机。
据悉， 为落实多警种部门常态
化联合上路开展查缉行动， 市公安
局要求，交警、巡特警、禁毒等部门
明确分管领导和联络人， 每逢部署
开展统一行动，巡特警、禁毒部门要
派员参加，各司其职，落实“重嫌必
检”“酒毒同检”措施。 交警、禁毒、
治安、 巡特警等警种部门成立执法
分队，配齐快速检测设备，依托公安
检查站、查报站及临时执勤点，围绕

酒吧、歌舞厅、饮食街区及高速公路
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查缉
行动。
此外， 相关责任部门将进一步
强化管控措施， 认真落实驾驶证申
领、 审验、 注销收回等方面工作要
求， 提高机动车驾驶人遵纪守法自
觉性。 为提高运输企业和机动车驾
驶人拒绝毒驾意识，交警、禁毒部门
将把毒法制教育和毒品预防知识融
入运输企业交通安全源头监管范
畴，督促企业落实涉毒筛查制度，并
将禁毒法律法规、 毒品危害和毒驾
典型案例纳入企业负责人约谈、专
业驾驶人安全教育、 内部安全管理
以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 交警窗
口部门还将是否存在毒驾行为作为
禁区通行证停办、 削减的重要条件
之一，进行严格审查。
记者 张亮 通讯员 吕斌 苏锦安

南通宣判首例虚假诉讼罪案
伪造工资欠条进行虚假诉讼的3名男子获刑
为使一般债权能够优先受偿， 马某国分别与
马某飞、黄某新串通，伪造工人工资欠条，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意图通过骗取法院民事调解
书来获取非法财产分配。 3月12日，通州区人民法
院对这起虚假诉讼案进行了宣判。 该案系南通地
区首例以虚假诉讼罪定罪量刑的案件。

资不抵债 公司宣告破产

开车别了一下，竟然相互“约架”
代价是参与斗殴的6个人全被拘留
晚 报 讯 在 S336 省 道 上 开
快车，因避让电动车，一车别了
另一车。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认为
受了辱，互相追逐，还口出狂言
到启东市惠萍镇约架。 打架斗殴
一时爽， 可代价是参与斗殴的6
个人全部被拘留。 13日，记者从
启东警方获悉， 因涉嫌寻衅滋
事，吴某丰、季某等6人被警方刑
事拘留。
3月10日下午1时左右， 由吴
某丰驾驶的一辆白色丰田轿车行
驶在S336省道， 由西往东向启东
惠萍镇方向行驶。其间，季某驾驶
的奔驰轿车同向行驶。 两辆车在
省道上行驶速度很快， 白色丰田

轿车加速超车， 过程中遇到一辆电
动自行车， 吴某丰因为避让一打方
向正好别到了奔驰轿车。 驾驶白色
丰田轿车的吴某丰看到， 奔驰车副
驾驶位置上的人口中念叨着什么，
他认为自己被骂了， 于是对奔驰车
展开了追逐。
在当地一红绿灯处，遇到红灯
两车并排停下。 两车摇下车窗发生
口角，丰田轿车驾驶员吴某丰下车
来到奔驰轿车副驾驶位置把对方
拉下车，两人动起了手。 两车停在
红绿灯前造成了短暂拥堵，后车陆
续按下喇叭， 眼见造成交通拥堵，
此时吴某丰扬言：“有本事到惠萍
镇来。 ”而奔驰车副驾驶樊某并不

示弱：“去就去，谁怕谁。 ”双方竟然
约了架。
其间，两车互相追逐，而丰田车
驾驶员吴某丰还打电话叫人前去
“助阵”。两车来到大同路口往南，车
一停下，就发生斗殴。 随后，吴某丰
叫来的两人一同参与，赶来“助阵”
的人还抄起棒球棍， 斗殴过程中造
成双方两人轻微伤。随后，奔驰轿车
驾驶员报警。
处警民警现场调查中了解到，
发生斗殴的双方均是本地人， 年龄
都为20岁出头， 双方都是从事汽车
租赁、二手车交易或无业的人员，年
轻气盛故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记者 彭军君 通讯员 王天威

特别提醒

治蛾别外出？ 有人又玩噱头刷屏

伪造欠条 精心谋划骗局

园林绿化管理处：这纯属谣言
晚报讯 13日， 多位市民拨
打本报新闻报料热线， 反映微信
朋友圈里又在风传“南通市园林
办通知因‘
治蛾’提醒市民减少户
外活动”一事。 昨天下午，记者从
南通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办公室了
解到：这一说法纯属谣言，市民勿
信、勿听、勿传。
张先生等市民介绍说，这两
天，他们在朋友圈里看到不少人

在转发一条信息， 内容如下：“市
园林办通知：本月15号至25号室外
不要晒被子、衣服，不要吃外面的
食物 （烧烤等露天食物）。 尽量减
少郊外、户外活动。 飞机撒药治白
—园林
蛾，大家把爱心传递下去——
办通知。 ”
“
乍一看，发布这条消息的人似
乎极富爱心， 友情提醒市民。 实际
上，这个事实从源头上就并不存在，

因为我市并无‘
园林办’这一机构。”
昨天下午， 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办公
室工作人员刘奕向记者介绍说，“
这
一谣言几乎每年都会有，并无新意。
估计发布者制造这个谣言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吸引眼球、 刷个点击量
而已。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希望媒
体对此予以澄清， 提醒广大市民千
万别信。 ”
记者 周朝晖（报料人酬金30元）

不收邮费，不花一分钱 娱乐一举两得！

免费赠送 价值 298 元老年智能播放器！
老年播放器免费送，相声、养生知识，一机在手，应有尽有，仅限 300 台！
现在拨打电话 400-898-0606， 您就可
以免费领到一台多功能爱心播放器，红歌、相
声、养生知识，一机在手，应有尽有。 立体声
源、操作简单，外出锻炼随时听、在家做家务
方便听、午休晚睡前也可以听，丰富的节目内
容让您的生活有趣起来。 同时，还可以学到先
进的养生保健知识。 现在只需一个电话，价值
298 元的老年播放器免费送您家。
符合以下条件者优先领取：
1. 领取者必须是年满 55 岁的中老年朋
友；2.每个家庭仅限领取一台，杜绝重复领
取；3.送货上门，快递费也由厂家承担！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展计划，普及养生知
识， 现向全国 55 岁以上中老 年 人 免 费 赠
送！ 不必花钱购买，
—
无 需 任 何 代 价——
赶快拨 打 电 话 ！ 仅
限 300 台！
赠

请把这个好消息转告身边 55 岁以
上的老年朋友，他们会感激您！

免费领取电话：400-898-0606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频发，不
仅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 损害司法
权威，浪费司法资源，还对当事人或
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 为
了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制裁和防
范，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
了虚假诉讼罪的罪名。
马某国原是南通某机械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2012年5月，马某
国及其公司与通州某小额贷款公
司之间发生借款合同纠纷， 经通
州法院调解后达成协议， 并制作
了民事调解书。 小额贷款公司在
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向法院申请执
行。 同年10月，通州法院查封了马
某国公司厂区内的全部财产，并
对被查封的资产、 房产等进行了
评估。
之后， 又有多名债权人向通
州法院起诉被告人马某国及其公
司，要求清偿债务。 2015年10月，
马某国的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通
州法院于当年12月23日宣告该公
司破产。

早在2008年， 马某国将公司的
土建工程承包给了马某飞， 马某飞
组织马某均、朱某等工人进行施工。
工程完工后， 马某国一直未能支付
工程款。 2013年9月20日，马某国向
马某飞出具了欠工程款66.8万元的
欠条。
公司破产后， 如何让该笔工程
款一般债权在破产清算时能够优
先受偿？ 马某国与马某飞共同设
计，精心谋划了一场骗局。 二人谎
称马某均、朱某等人为其机械工程
公司的员工，并且伪造了公司欠朱

某等11名工人工资的欠条，后马某
飞授意该11名工人持伪造的工资
欠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费
用由马某飞支付。 2013年11月，通
州法院根据工人提交的工资欠条
及马某国等人的证言，作出了11份
民事调解书。
为了能使黄某新父亲的16万元
借款以及褚某5700元的加工费优先
受偿，马某国如法炮制，又先后伪造
了黄某新及褚某的工资欠条， 打起
“假官司”。
在此期间， 马某国参与伪造欠
条13份，金额83.37万元；被告人马
某飞、 黄某新分别参与伪造欠条11
份及1份。

难逃法网 虚假诉讼受制裁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有知情
群众对此进行了举报， 公安机关当
即立案侦查。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马某国、马某飞、黄某新明知双方之
间的债权仅为一般债权， 在公司破
产清算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为使
这部分债权能够优先受偿， 马某国
分别与马某飞、 黄某新恶意串通，
通过捏造破产公司拖欠工人工资
的虚假事实，伪造欠工人工资的欠
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骗取
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企图将一般
债权在公司破产清算时优先受偿。
其危害结果一直持续到公司破产
清算阶段即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之后。 因此，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虚假诉讼罪， 其中马某国被判
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马
某飞、黄某新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
年和9个月，缓刑1年6个月及1年，并
处罚金。
本报记者 冯宏新
本报通讯员 李慧 张波

肿瘤资讯：

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2017 年《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最新
报告显示， 我国目前肿瘤发病居前五位的
肿瘤依次为 ： 肺 部 肿 瘤 、 胃 部 肿 瘤 、 肝 脏 肿
瘤、食管肿瘤和结直肠肿瘤。 肿瘤已成为中
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 且发病率持续上
升，有年轻化趋势。 如何防治肿瘤，成为了
市民关心的重大健康问题。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倡导， 肿瘤应早发现、 早诊
断、早治疗。
肿瘤综合治疗是关键
肿瘤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与之斗争，
才能达到延长生命周期、 提高生活质量的目
的。 同时，肿瘤又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必须
考虑综合治疗，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结合放

疗、化疗、中医中药等多种治疗方式的综合治
疗模式，努力提升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延长
肿瘤患者的生存期， 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
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使患者得到最大的
受益。
肿瘤患者帮扶计划正式实施
为了关爱南通市民健康，南通中科灵芝特
举办“帮扶肿瘤患者——
—灵芝孢子粉免费体
验”活动。 凡南通市两年内确诊的或正在治疗
期的肿瘤病友均可免费申领总价 1440 元的破
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需要提醒的是：每
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领取
时请携带个人病例资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
何费用），申领热线：0513-85525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