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因中介费

无法 谈 拢 ， 买 房 客 张 阿 姨 被 其 他

中介公司挖走。对此，中介刘某向

张阿姨寄送了一包裹“ 炸弹 ”，结

果引 发 张 阿 姨 家 及 其 所 在 楼 宇 门

洞内住户的混乱。昨天,虹口区法

院对 本 案 作 出 一 审 判 决 ， 被 告 人

刘 某 犯 投 放 虚 假 危 险 物 质 罪 ，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85后安徽小伙刘某曾是一家房

产公司中介，他帮助张阿姨相中了一

套房屋，但因为房东正巧是张阿姨跳

广场舞的同伴，双方最终另寻中介以

更低的中介费用成交。

刘某致电张阿姨索要酬劳，但遭

拒绝，于是刘某三番五次通过不同的

手机号，以“ 电话轰炸”、“ 短信恐

吓”等方式威胁张阿姨。不堪其扰的

张阿姨，只得换了手机号以求安宁。

见手机骚扰不奏效，刘某又开始

信誉骚扰。他到张阿姨所在小区，用

油漆涂写标语、投递追酬字条，意图

制造“ 轰动”效应，让张阿姨面子挂

不住，从而让步。但没想到，刘某软

硬兼施，前后折腾一年多，张阿姨只

愿意付其2000元。为此，气愤不已的

刘某，打算再给张阿姨一次“ 惊

吓”。

刘某找来两个废弃易拉罐，在其

中填满黄沙后，安上电线、电池，制成

“ 炸药”，再利用其已在快递公司工

作的便利，将这个“ 包裹”寄至张阿

姨家中。毫无防备的张阿姨及其家

人，在打开“ 包裹”后惊慌不已，同时

该“ 包裹”也引发张阿姨所在楼宇门

洞内30余户居民惊慌、逃离等混乱局

面。

庭审中，刘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罪

行。对此，虹口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审

理认为，被告人刘某将虚假的爆炸性

物质寄送到公民家中，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其行为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

质罪。为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投放虚

假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陆
笑文 日前，上海松江警方一举捣毁

了以曹某、蔡某为首的生产伪劣牙钉

并假冒某国外著名品牌予以销售的

团伙，曹某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警方缴获伪劣假冒品牌的成

品、半成品牙钉50余箱，涉案价值人

民币300余万元。

据曹某交代，201 2年5月至今，其

伙同他人通过开设上海申雅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在本市松江区梅家浜路

某租赁厂房内，在未办理医疗器械生

产许可证，也未取得品牌授权的情况

下，非法生产劣质的牙钉，并通过向

别处收购该品牌的标识和包装袋、包

装盒等在宝山区某厂房内进行包装、

贴牌。最后在徐汇区销售点对外销

售，谋取暴利。

寄“ 炸弹”讨中介费
不料犯罪被判刑

市井百态

松江捣毁假冒伪劣
医疗器械制售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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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家住浦东的

曹先生反映，他所居住的浦东新区华

夏二路1 500弄的心苑西 园 小 区 1 7

号、1 8号并排的两幢房子，其中1 7号

房屋发生倾斜，楼顶的房角和1 8号碰

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 楼亲亲”。

发生房顶碰撞的华夏二路心圆西

苑小区是动拆迁房。在现场，记者找到

发生沉降的两栋居民楼，从不远处望

去，1 7号与1 8号明显与周边挺直的居

民楼不同，就像两个互相倚靠的人。这

两栋居民楼原本成“ v”字形，粗略估计

了下，两幢楼的夹角大约有30度左右，

最狭窄处的缝隙仅有胳膊粗细。而到

了顶楼的天台上，记者发现两幢楼狭

小的缝隙之间又有楼裙的设计。碰撞

产生裂痕的正是两幢楼的楼裙散水

层，其中一个楼裙已经被挤掉了一个

角。1 7号楼房外原本平直的燃气管道

也出现了下弯5公分的情况。而在楼

房南面外墙底部，还有着多条长长短

短的裂缝。

“ 1 7号楼有60户人家，现在人

心惶惶。”居民说。心圆西苑是动拆

迁小区，201 2年1 1 月交房，距今刚

好两年，1 7号楼高1 5层，共60户人

家。自从发现两幢楼的楼顶发生碰

撞开裂，不少居民都不敢待在家里。

一名男住户告诉记者：“ 楼都歪了，

能不害怕吗？要是楼房倒了怎么办？

房子百年大计，缝隙虽然小，但是子

子孙孙要待下去的，肯定是不安全

的。安全感没了。”

好好的两幢楼为何会发生碰撞

进而发生开裂的情况呢？

记者注意到：两幢楼之间的间距

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呈现V字形，V字

形顶头那里触碰在了一起。一些住高

层的居民发现家中墙面有了裂缝，怀

疑是楼房碰撞所致。因此他们纷纷前

往物业想讨个说法。

记者随后采访了该地区物业负

责人，对方表示，1 7号楼与隔壁的1 8

号楼之间，最窄处只有1 0厘米左右的

间距，最宽处仅2米。两幢楼的顶部的

确已经碰在了一起。目前已经将此事

上报主管部门，本周二一早将会有专

业人员前来进行权威检测。

昨天下午3点，房屋的建设方来到

现场称，两幢楼的顶部因为设计了裙

围装饰部分，本来就是碰在一起的。

“ 竣工的时候两个檐口是碰在一

起的，由于自然的沉降可能挤压，就

碰到了，主体结构是没有影响的。当

时可能由于这个房屋比较特殊，折了

一下，就按照常规的做法，可能这块

有一点点疏忽。”上海心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说。对于楼

层底部的裂缝，这位负责人称，也是

因为沉降原因，很正常。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消防相

关规定，两幢独立的楼房之间的间距

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窗户的情况下，

至少要在4米以上。而房屋底部裂缝

也经不起推敲。

“ 楼亲亲”究竟何原因形成，本

报将继续追踪。

两栋居民楼 歪成了“ 楼亲亲”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9岁起，他被父母送到离

家千里之外的武校习武，他不止一次

地落泪哀求父母带他回家，而忙于做

生意的大人却认为金钱才是与孩子

唯一的纽带。然而，这个“ 不差钱”的

熊孩子却在1 8岁成年后闯下抢夺金

店的大祸。1 1 月1 3日，1 8岁的李某在

嘉定的一家金店抢走了店内的两条

金项链，到案后，嘉定区检察院以涉

嫌抢夺罪对李某批捕。在看守所内，

李某告诉青年报记者：“ 没想到7年之

后闯下大祸，我回家更加不可能了。”

谈到父母，声音哽咽
1 1 月1 1 日这天，位于嘉定丰庄

北路上一金店发生抢劫黄金项链案。

案发后1 0小时该案宣告破获，犯罪嫌

疑人李某是一名年仅1 8岁的青年，家

境良好。今年3月来沪后，他一直没有

正当工作，每月开销却上万元，并因

参与网络赌博欠下债务。

在看守所内见到李某时，记者眼

前的这个男孩始终不愿抬起头，只能

看到他年轻的脸庞上已刻有深深的

抬头纹，案发时的一头韩式刘海已被

剃成了板寸，稚嫩的声音里有着本不

属于这个年纪的颓废。

面对承办检察官的讯问，李某一

开始的表现并不配合，对一些问题都

对以沉默。

提审过程中，李某在交代自己犯

罪事实的时候，始终惜字如金，不愿

多做描述。父母和家庭似乎是唯一能

打开李某话匣的话题。而即便是讲到

母亲三年前的过世，李某生硬的语气

中有了些许哽咽：“ 我母亲得了骨癌，

走的时候只有38岁，我当时在武校，

买好了机票想飞回来，还是没能见着

最后一面。”

不服家人管教，赌气离家
1 5岁那年经历了母亲的离世，李

某形容自己是在那时起对生活没了

方向：“ 母亲走了，我没多久也离开学

校回到了吉林老家。”对此，李某给自

己的退学找了一个原因：“ 小腿动脉

受伤，其他同学都去打比赛去了，我

觉得自己打不了了。”

就这样，李某在老家待了近一年

时间。然而，朝思暮想的亲人团聚却没

让李某开心起来：“ 家人老是嫌我爸给

我钱，嫌我花钱大手大脚。”回到了家

人身边，家人时常会训斥李某花钱如

流水，希望他改掉恶习。而这番逆耳忠

言却在李某看来是“ 家人看不上他”。

心中自由自在的家庭生活原来会是一

种束缚，李某愤怒地从家里跑出来，今

年3月份自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起初，李某在闵行区的一家酒吧

里找到一份酒吧经理的工作，然而做

了几个月后，他还是想回家：“ 虽然每

个礼拜我爸都会给我打钱，但毕竟回

家以后能和家人在一起。”于是，李某

辞去了酒吧的工作，但他此时迷上了

一种名叫“ 百家乐”的网络赌博：“ 输

得最多的时候，一天就会输掉好几

万。”没过多久，李某母亲生前留给他

的几万元存款很快被输得精光。

一边是回家的念头，一边是不能

自拔的“ 赌瘾”，李某在赌博的世界

里越走越远，直到“ 抢一票回家”的

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案发当天，李某在金店门口徘徊

了多次后终于走了进去。佯装试戴金

项链的他趁营业员不注意，突然将柜

台上的两条金项链抢走，夺门而逃。而

他销赃的过程也显得十分“ 顺利”，当

天就将重达80余克的黄金转手卖给了

一家收购黄金的小铺老板。面对检察

官的讯问，李某供述说，案发前，他曾

经在那家小铺当过一只金手镯。

[普法]
嘉定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记

者，尽管李某落网时被搜出随身携带

了刀具，但在案发时他并没有亮出刀

具，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刀具是在路

边拾得的，后放在身边忘记了。这一

情节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有所区别。

《 刑法》对抢夺罪的规定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

的李某在实施抢夺前已进行了数次

踩点，可见其犯意坚决，依照刑法和

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已对其

涉嫌抢夺罪批捕。

记者采访18岁嫌犯

他不止一次哀求父母带他回家

东方卫视新闻截屏。

房屋建设方称系沉降造成“ 很正常、有疏忽、无影响”

嘉定金店抢夺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