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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叔叔，你能借钱给我吗？”
12 岁女孩被骗走 1000 多元，
民警出手相助

宁海法院发布
首批职业放贷人名录
48 人上
“黑名单”

静静手写的感谢信。

张建转给静静爸爸
的微信转账记录。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应伟健 王嵘） 在奉化尚田派出所民警张建
的办公桌抽屉里，收藏着一封特别的感谢信——这几天有空时，他就会拿出
来瞅一瞅，心里总会涌上些许感慨。
这封信是一名 12 岁的小女孩静静手写的，虽然笔迹仍有些稚嫩，但字里
行间饱含深情。原来，
张建曾出手相助，
帮女孩解了围，
让女孩一直记挂于心。
事情得从今年 1 月 4 日说起。当天，静静在家里闲来无事，玩着爸爸的
手机。突然，手机页面弹出了一个不知名的购物网站，她毫无防备地点了进
去。
不曾想，
这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由于年少无知，
社会阅历少，
静静不
知不觉落入了骗子的圈套中，
爸爸微信钱包里的 1432 元就这样被骗走了。
当晚，静静在妈妈的陪同下，
急匆匆来到尚田派出所报案。
“当时，
小女孩
一直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的。她妈妈在一旁也是不停地批评她，骂她不懂
事。”
接警的正是张建，他向静静简单了解了情况，
并做了笔录。
由于当时静静哭得太伤心，张警官一边向孩子了解被骗过程，一边不停
地安慰她，同时也告诉她妈妈：
孩子知错就行了，不要一味地批评。
“以后在网络上，
千万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遇到跟金钱有关的事情要告
诉家长，回去好好跟爸爸解释，你爸爸一定会原谅你的。
”
录完笔录后，
张警官
语重心长地跟静静说。但是，
让张警官意外的是，
静静一听到
“爸爸”
两个字，
又伤心起来，
而且哭得更凶了。
张警官从静静的妈妈口中了解到，孩子的爸爸脾气比较大，平日里要是
孩子不听话，就会打骂。要是这件事被孩子爸爸知道了，肯定饶不了女儿。
静静的妈妈说，手机微信钱包里少了 1432 元，只有填上这个窟窿，孩子的爸
爸才不会知道这件事。可是，
家里的钱都在孩子爸爸手里，
她也无能为力。
“警察叔叔，
你能借钱给我吗？我和妈妈一定还给你。
”
张建回忆说，
静静
哭着向他借钱，而且不要现金，要微信转到她爸爸的手机里。当时，
他也想不
出别的好办法，又看孩子哭得伤心，就真的转了这笔钱。
之后，静静和她妈妈分两次来到派出所，将钱还给了张警官。不巧的是，
由于工作原因，张建两次都不在所里，
于是静静就把自己的谢意写在了纸上。
“她们第二次来派出所是 7 日那天，是值班民警联系了我，她们在电话里
向我表示了感谢。
”
张警官说，
收到静静写的感谢信时，
自己很意外，
也很暖心。
张警官说，当时就想着不要让她因此事留下阴影，更不希望触发家庭矛
盾，
“小朋友是值得表扬的，因为她有一颗感恩的心，希望她今后的家庭和学
习生活能幸福快乐。”

小车高速变道被撞几近报废
司机却很庆幸：
还好没开刚买的玛莎拉蒂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章宁银） 前天下午，在宁波绕城高速往保
国寺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看着眼前被撞得几近报废的轿车，驾驶员
王女士庆幸地感叹：
还好没开昨天刚提的玛莎拉蒂。
当天 14 时 40 分，一辆沃尔沃轿车行驶至宁波绕城高速往保国寺方向 80
公里附近，在岔道口向右打方向变道，
然而，后方不远处就有一辆红色货车行
驶而来，紧急情况下，货车虽然采取了避让措施，但两辆车仍然发生碰撞，万
幸的是人员并没有受伤。
据小轿车驾驶员王女士称，当时她驾车前往宁波城区，开到事发路段时
发现离岔道口很近了，于是她减速准备从第三车道往匝道口变道过去，没想
到就被撞了。驾驶货车的姚师傅则告诉民警，他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发现
前方小车突然变道，由于距离过近，再加上雨天路滑，货车避让不及，最终两
辆车还是发生了碰撞。
高速交警根据事故情况作出认定，
王女士由于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
的机动车的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后王女士看到自己驾驶的沃尔沃小轿
车被撞得几近报废，感叹道：
“昨天刚提了一辆玛莎拉蒂，
还好今天没开，
不然
损失更大了。”高速交警在此提醒，高速行车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临近互通区
岔道口务必提前选择好行驶车道，切莫随意变更车道，
以免引发事故。

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关耳） 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市场日
益活跃，不少以营利性借贷为职业的群体涉嫌高利贷、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暴力收贷、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严厉打击非法民间借
贷行为，
有效遏制虚假诉讼，
日前，
宁海法院公开发布了首批职业放贷
人名录，
共有 48 名诉讼常客上榜。
近年来，
职业放贷人借民间借贷之名，
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
款协议等方式，
采用欺骗、胁迫等暴力及软暴力催讨手段，
非法侵犯公
民合法财产的行为日益猖獗，
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结合职业放
贷行为的相关特点，经过审慎的甄别和认定程序，宁海法院向社会公
布了首批 48 名
“职业放贷人”
名录。而不诚信诉讼也被纳入其中。
记者从宁海法院了解到，根据相关文件，该院以连续三年收结案
数为标准，将符合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20 件以上民间借贷（含诉前调解）或在同一年度内涉及 10 件以上民
间借贷案件的原告纳入了职业放贷人名录。
“格式借条、不填写出借人、借来的钱大幅缩水、不诚信诉讼等，
都
是职业放贷人的惯用手法。”昨天上午，宁海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纳入职业放贷人的人员为原告或申请执行人的案件，
法院将从立
案、审理、执行各环节进行严格审查，通过由原告签订诚信诉讼承诺
书、对疑似职业放贷人的原告制作询问笔录等形式，在立案环节进行
把关。
如果案件进入审理阶段，
法官还将加强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
力度，
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诉讼或民间高利贷等非法活动。一旦发
现涉嫌违法犯罪的，
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不过，如果职业放贷人名录上的人员在名录公布之日起连续 3 个
年度内，
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量少于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案件量
1/2 的，
法院可以将其从职业放贷人名录上撤销。

小猪佩奇可
“不好惹”

慈溪一服装厂随意蹭热点被起诉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徐榕） 一只粉色的卡通小
猪，
脑袋长得有点像吹风机，
小到幼儿，
大到中年人，
多少人因为《小猪
佩奇》这部幼儿动画，被这只小猪征服。但是，人红是非多，猪红盗版
多。小猪佩奇的“东家”因此举起维权大旗，而侵权厂家中，就有慈溪
的一家服装厂。
随着小猪佩奇近几年在中国的火热，
以小猪佩奇为主题的周边产
品贴纸、手表、公仔、零食、包包等已经成为潮流。在这些产品中，
不乏
未经商标授权侵权销售的产品。
慈溪某服装厂为了顺应潮流，
就在自家生产的短袖童装上印了小
猪佩奇的形象，原以为只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蹭蹭热点，没想到竟然会
被诉至法院。去年 9 月，小猪佩奇的中国著作权所有人——娱乐壹英
国有限公司和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因侵害商标权纠纷，将该
服装厂诉至慈溪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著作商标专用
权商品的行为；销毁侵权商品库存、服装印刷模板；赔偿 20 万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服装厂表示深刻认识到了自身错误，已经
停止生产带有小猪佩奇商标服装的侵权行为。最终，经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被告服装厂限期赔偿两原告公司 2 万元，否
则额外支付 1 万元作为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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