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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奖金被冒领，
官司赢了钱难讨

大奖

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此
案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福 彩 一 等 奖 ，奖 金 600
2014 年 3 月，阜阳市中级
万。5 年前，安徽彩民李永志
法院判决潘攀、王文军共同返
没想到自己会中奖，更没想到
还李永志“税后彩票奖金”483
属于他的奖金会被他人冒
万多元。此后潘攀、王文军上
领。为了追讨这笔巨款，他不
诉，被安徽省高院驳回，维持
得不踏上诉讼之路。
原判。李永志赢了官司。可
2012 年 12 月 11 日，李永
在法院判决后的四年时间里，
志打电话给彩票店老板潘攀，
李永志仍没要到属于他的奖
购买了 2012146 期福彩的 86
金。2017 年 11 月，阜阳中院
注双色球彩票。5 天后他去彩
将查封的潘攀夫妇所有的一
票店结算，潘攀否认此事。李
套住宅进行公开拍卖。经法
永志很快查到，自己买的号码
院强制执行，李永志今年 1 月
中了 600 万的一等奖。但他没 拿到了 23 万余元被冒领的奖
想到，他中奖的那笔巨款已被 金，
还有 460 多万元尚未讨回。
他人领走。领奖者是彩票店老
480 万元去向不明
板潘攀的大舅子王文军。当年 执行之困：
12月13日，
王文军持彩票到安
法院判决潘攀、王文军将
徽省福彩中心兑奖。后来法院 483 万元税后奖金归还李永
审理查明，
王文军共领走 86 注 志，如何执行到位？法官遇到
彩票的税后奖金4839775元。 了难题。
1985 年出生的潘攀是阜
“彩票奖金被冒领之后，
阳市人，当年在距李永志家不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挥霍掉
远的颍河西路经营一家福彩 了。”阜阳市中级法院工作人
投注站。比潘攀大三岁的王 员透露。警方询问笔录也显
文军系阜南县人，是潘攀的妻 示，
王文军交待，
2012 年 12 月
兄。李永志认为潘攀、王文军 他从安徽省福彩中心兑奖回
涉嫌诈骗，向警方报案。阜阳 阜阳后，
在两天之内，
分 5 次将
市公安局颍泉分局认为没有 480 多万奖金从银行取走。而

暖新 闻

彩民中 600 万大奖结果
被冒领，
官司打赢了钱却要不
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交待，其妻名下有辆奥迪车，
但此前已转卖。
冒领者拒不执行判决获刑
2015 年 4 月，阜阳市中院
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
罪，
将潘攀、
王文军移送公安侦
阜阳市
三年后王文军向警方自首时， 查。2017年8月24日，
颍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
身上的银行卡里仅有 2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
王文军称，当年他携巨款
去了上海，在周浦万达广场租 文军以现金支取方式领取大
了一个柜台，卖水质净化器和 额中奖彩票款后，不能对此巨
家纺，
“投了 30 万元左右，
全亏 额奖金的去向作出合理说明，
损了。
”做生意亏本后，
他跟朋 拒不配合执行，在其被采取强
友“阿龙”进出赌场，赌钱输了 制措施后，仍没如实供述中奖
200 多万元。后来他借给阿龙 彩票款的去向，应系有能力执
120 万元，另外还借给一个姓 行而拒不执行。法院还认为，
高的朋友 80 万元，
“找不到这 潘攀明知中奖彩票是李永志
两个人了”。王文军称，他不 委托其购买，却将中奖彩票交
知“阿龙”等人的具体姓名和 给王文军兑奖，系此案共犯。
地址，联系方式找不到，当年 法院认为王文军、潘攀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已发生法律
的借条也找不到了。
警方随后对资金流向展 效力的判决，造成他人巨额财
开调查。
“ 我们认为可能转移 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属情
资金的范围都调查了，但没有 节特别严重。
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发现。”2015 年 8 月接受媒体
采访时，阜阳市公安局颍泉分 定罪，分别判处王文军、潘攀
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宋林介 有期徒刑四年和四年六个
绍。
“ 我现在没有能力履行判 月。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
（摘编自澎湃新闻）
决。”潘攀 2015 年 5 月向警方 效力。

他把自家闲置房改造
成共享健身房 在浙江杭州
余杭区的康庭和院小区内，
有一家特殊的“共享健身
房”——它的面积不到 40
平方米，
每天只开放几个小
时，
关键它是全免费的。这
个“健身房”的主人是小区
居民毛建忠，他说，家里拆
迁后安置了两套房，
他自己
住一套，
另一套他就花了两
万多块钱买了各种健身器
材，
免费提供给小区居民健
身。
（摘编自《钱江晚报》
）

一语

惊人

“有保险，撞死人也没
关系。
”
—— 近 日 ，浙 江 余 姚
一女子在骑电瓶车回家
时，被外卖骑手撞了，导致
该女子面部毁容。事后，
对方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反而出言不逊。
（据《钱江
晚报》
）
跟一句：
真嚣张。

战友母亲患癌，
连长下令
“救咱妈”
本报讯 青海某部一基地警房营
警卫连的刘春林复员后，接连遭遇车
祸和母亲病重的双重打击。昔日的老
连长和指导员得知他的遭遇后，在微
信群里下达了救援令。身处各地的战
友们纷纷伸出援手，仅仅十余天就收
到战友捐款 6000 元。
1998 年，青海某部一基地警房营
警卫连的百余名战友退伍后各奔他
乡。从该连队退伍的刘春林家住辽宁
省建昌县玲珑塔镇，今年 40 岁。退伍
后，他回家务农，后来凭借开车技能帮
人拉货挣钱。2008 年，刘春林遭遇车
祸，导致身体多处受伤，不能干重体力
活。祸不单行，2016 年，刘春林的母
亲患上结肠癌，治疗费花了 30 多万
元，现仍在住院。种种变故，导致刘春
林家贫困加剧，欠了外债 11 万元。
2018 年春节期间，刘春林的老乡
兼战友王立永、
刘兵、
张天明等相聚时，
偶然得知了刘春林母亲的情况，
于是前
来看望。之后，
三人在警卫连的战友微

信群发布筹款。看到信息后，
老连长石
健心里很难受。因该群仅有 90 余位战
友，刘春林未在其中，他马上向王立永
要来刘春林的手机号，打电话了解情
况。听着老连长的安慰和鼓励，
刘春林
激动得满眼泪水。
随后，老连长石健与远在四川的
指导员饶富强取得联系，
双方商议后发
出救援令：
共救咱妈！警卫连的战友纷
纷伸出援手，微信群人数很快由 90 多
人扩展到 120 多人。一个个捐款红包
相继出现，
不少战友送上健康祝福。更
令人感动的是，
其他连的战友也纷纷慷
慨解囊。仅仅十几天，
刘春林就收到战
友们捐款近 6000 元。
现今，警卫连的微信里每天鼓励
问候的祝福不断。刘春林说：
“困难是
暂时的，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战友们这
样帮助我，我也绝不会给战友们丢脸，
一定会努力挣钱，争取将来日子好了，
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回报。”
（摘编自《葫
芦岛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