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言 记者 王玮伟

为偿还个人欠下的170万元赌债，男子李某与赌友甘某一起以承包工程为由，骗得多人共计81万
元。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合肥市中院获悉，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获刑15年。

A
李某原系合肥某公司的技术员，因赌博欠了大

概有 170 万元债务。2013 年 10 月份，他在赌博机

房认识了甘某，甘某自称是中铁二十四局的员工。

实际上，甘某是一名无业游民。甘某称，2013年

10月的一天，李某打电话向他催要1万多元的赌债，

但他当时没有钱。过了几天，李某给他打电话让他

帮忙向其同学张某借钱，因为李某自己不好借，李某

让他在见到张某时，告诉张某六安有个收购废铁的

项目，找张某拿点钱看能不能拿下这个项目。

据悉，自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 月，李某伙

同甘某先后谎称承包排水工程、土方工程、路面工

程等，骗取 5 人钱财共 81 万元。其中，被骗的大部

分均为李某的发小、同学或是朋友。

检方查明，2014 年元月中旬，李某伙同甘某至

合肥市瑶海区“岸香咖啡”店，向王某丙谎称有合肥

市滨湖新区西藏路工程项目，通过甘某可以承包此

项目，但需要提交40万元保证金。后李某、甘某以

合伙投资、参与分成为由，骗取王某丙28万元，两被

告人为了取得王某丙的信任，将李某的房产证及伪

造的中铁二十四局文件交予王某丙。

欠下170万赌债
邀赌友共同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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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新区书香门第家园住宅房等
司法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6月2
日上午9：30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
网（竞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以“网络
电子竞价”的方式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合肥市滨湖新区书香门第家园二期6幢
201室成套住宅（房屋登记编号：5436818，建筑
面积约：123.93㎡）参考价：人民币 96.72 万元。

（竞买保证金20万元）
2、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照山社居委C区移

民安置区18幢4号一楼门面房产（产权证号：房地
权庐字第059244号，商业服务用途，建筑面积约
201.6㎡）参考价150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看样地点及时间：标的物所在地。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5年6月1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须于
2015年6月1日17时前，向招投标中心指定账户
(见www.hfztb.cn标的公告)汇入相应标的竞买履
约保证金，并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合肥市滨湖新
区（要素大市场）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33室办
理申请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68788088 、13905653855郭先生
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电话：66223759万

工（标的1）、66223765郑工（标的2）
安徽金海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8日

安徽沃尔德拍卖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5月26日上午9时30
分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1：日立ZX210LC-3G型挖掘机，11年1月购置，

参考价：65.28万元。保证金：6万元。
标的2：日立ZX330-3型挖掘机，10年7月购置，参考

价：62.35万元。保证金：6万元。
标的3：日立ZX60型挖掘机，12年6月购置，参考价：

28.88万元。保证金：3万元。
标的4：日立ZX60型挖掘机，11年9月购置，参考价：

16.41万元。保证金：2万元。
（标的1、2在安徽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交易中心网网

络电子竞价拍卖，标的3、4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拍卖）
二、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所

在地展示。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于2015年5月25日17：00

前，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形式向指定账户汇
入竞买保证金。标的1、2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安徽省环境能
源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银行合肥包河支行；账号：
3401040160000055294），并携带相关资料到合肥市滨湖
新区南京路要素交易大市场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楼
633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标的3、4指定账户（户名：安徽沃
尔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徽商银行合肥长江西路支
行；账号：1020601021000437260），并携带相关资料到
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咨询、报名：
安 徽 沃 尔 德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15209862113

0551-62386969 严女士
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551-66223760 吕工
公司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478 号松芝万象城 A 座

1901室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受庐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 6
月 2 日09：30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
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以互联
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全椒路205号东方银座
D幢104，204商业服务用房（产权证号：合瑶
120022937）建筑面积102.84平方米。结构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底价：124.0745 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
至 6 月 1 日17:00止。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
示。三、拍卖公司地址：合肥市庐阳区秀水路
6 号 0551-64695748 联 系 人 ：陶 经 理
18956098109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吕工

电话：0551-66223760 地址：合肥市
滨湖新区南京路 2588 号（徽州大道与南京
路交口）633室 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
易中心网

竞价大厅网址：http://bd.ahsszc.cn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8 日

王某丙回忆，他通过银行转账给甘某后不放

心，就找甘某要看关于保证金的文件，并开车带着

甘某到了中铁二十四局在车上等着，过了一会，看

见甘某从中铁二十四局楼上下来，给他一份中铁二

十四局的红头文件，文件的内容是收到了40万元的

保证金，他也就相信了。

同月 25 日，李某与向其索款的王某丁一起，在

其家人陪同下报警。李某如实供述其骗取王某丁人

民币40万元的犯罪事实。但其未能供述诈骗被害人

张某与王某丙钱款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后被害人张

某、王某丙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相关证据。至此，

李某供认不讳。同年6月24日，甘某被抓获归案。

一审认为，被告人李某、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以承包工程为名，伪造中铁二十四局文件

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多次骗取被害人钱

款，共计8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某获刑十五年，罚金90万

元；甘某获刑七年九个月，罚金56万元。

宣判后，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合肥市中院经

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李某、原审被告人甘某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定罪准

确，量刑适当。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星报讯（黄河 记者 马冰璐） 屡遭催债，他铤

而走险实施抢劫。得手后，他不仅向被害人“诉

苦”，还一个劲地说“对不起”。遭同事训斥后，他良

心发现又赶紧上门还卡。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记者获悉，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因涉嫌抢劫罪被

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批捕。

今年 3 月中下旬，刘某某以“做古玩生意”为由

借了同事阿明（化名）7000多元，此后，他屡遭对方

催债，于是萌生了通过抢劫还钱的念头。

4 月 22 日 11 时许，他窜至合肥市蜀山区一小

区，见一女子在洗菜，遂从卫生间窗户翻了进去。

他随手抄起菜刀，威胁称：“打劫”，最终抢得500元

现金和一张银行卡。

抢劫得手后，他随即向对方“诉苦”称，自己被

催债，抢劫也是无奈之举。临走前，他一个劲儿地

说“对不起。”

随后，他打电话给阿明称，自己刚抢得一张银

行卡，马上还钱给他。一听此言，阿明立马训斥他，

让其赶紧还卡并赔礼道歉。此时，刘某某良心发

现，并在阿明的陪同下再次回到该女子家门口，想

把卡从门缝里塞进去，还给对方。可门缝太小，卡

根本塞不进去。就在刘某某和阿明站在路边讨论

自首一事时，民警赶来将他抓获归案。

6名90后小伙
专偷“三小车”20多起

星报讯（记者 张崴） 6 名 90 后年轻小伙，分成两个盗

窃团伙，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在合肥专偷“三小车”，他们中

年龄最大的也就 19 岁。昨天，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

瑶海区刑警二队获悉，经过民警长时间的侦破，目前，6 人均

被刑拘。

据民警介绍，今年春节前后，刑警队连续接到群众报警

称，自己的电动车、摩托车被盗，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此类案

件竟高达10余起。

警方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多起案件均系几名年轻男子所

为，他们分成两个团伙结伙作案，团伙界限明显，彼此间又有

交集，团伙成员作案时分工明细，手法娴熟。

民警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该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虽然年

轻，但作案手法十分老练，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前科人员

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今年 2 月底，警方将

周某和苏某抓获，其中 1

人刚在春节期间被释放。

2月底至3月上旬，警方又

将另外 3 名嫌疑人抓获。

5月7日，最后一名嫌疑人

周某某迫于压力，主动投

案自首。

据民警介绍，这 6 名

嫌疑人中，年龄最大的周某

某只有19岁，其他人基本在

17岁，涉案20多起。据交

代，他们都是肥东人，辍学

后没有收入来源才组成团

伙实施盗窃。

庐阳区今年最大规模
城中村改造将启动

星报讯（陈晨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获悉，今年该区有11个新建项目

计划启动实施，将为区域发展拓展空间，提供载体。

据悉，这11个项目中，涉及城中村及危旧房改造的项目8

个，分别是熊小郢、五里片区一期、桃花片区、一里井、科研所、

群力巷、韩瓦屋三期、韩小店，总占地1145.44亩，需征迁面积

41.17 万平方米；重点项目 3 个，分别为董大水库土地整治项

目22万伏高压走廊、合淮路拓宽改造和轨道交通3号线项目，

需征迁面积17.5万平方米。

其中，五里片区改造项目是庐阳区今年即将启动的最大

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该项目南至北二环路、西至平圩路与京

福铁路、北至永青纸库、东至蒙城北路与利辛路。项目总占地

面积1403.21亩，含五里井、山林岗、舒大郢、童大郢、杏花苑小

区、汲桥小区、井泉小区、海棠熊小郢等，总拆迁面积约93.63万

平方米，涉及人口6516人。该项目分A、B、C、D四个组团，其

中五里井、山林岗、汲桥小区、海棠熊小郢为A组团，征迁面积

62.3万平方米（不含五里工业区）；杏花苑小区为B组团，征迁面

积4.4万平方米；童大郢、井泉小区为 C 组团，征迁面积 17.14

万平方米；舒大郢为 D 组团，征迁面积 9.8 万平方米。安置点

选址在山林岗和童大郢。其中A组团计划今年6月份启动。

合肥习友路向西延伸(大龙山路-将军岭路)，进一步对接

肥西。据悉，习友路是东西向重要干道，延长工程道路长约3

公里，宽为60米，设计标准为城市快速路，总投资7000万元。

记者 倪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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