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万元换回仅值几元的玻璃
一女士陷骗局，花钱买来假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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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 (通讯员

杨真真)25 日，市民刘女士以
2 万元的价格从别人手里买了一

块据称价值 50 万元的钻石，本

想捡了个大便宜，没想到这钻

石就是一块普通玻璃，仅值几

元钱。警方提醒市民，遇到陌

生人兜售贵重物品时，小心骗
局，切莫贪图小便宜。

25 日，寿光孙家集街道某村

的刘女士开车行至市区，在一路

口碰到三人拦车，称有急事要去

建材市场办事，请求刘女士捎他

们一程。心地善良的刘女士没多

想，说自己正好也去那，便答应

了，其中两人便上了车。

两人一上车就开始跟刘女
士攀谈，称自己手头上有一钻

石，刚刚正是拿钻石给寿光某

银行的杨主任去鉴定的，发现

竟然价值 50 万。没上车的那人

是杨主任。可是自己急着去办

事，需要 2 万元现金，可自己

身上没那么多钱，想先把钻石

押给刘女士，等回头再偿还 1

万元利息。刘女士答应了，便

取了钱凑够 2 万元给了两人。

可等刘女士再想回去找杨主任

鉴定一下钻石时，却怎么也找

不着人了，打电话也没人接。

这才意识到受骗，遂报警，而那

块据称价值 50 万元的钻石就是

一块普通玻璃，仅值几块钱。

据了解，近年来，各类骗
术层出不穷，从秘鲁币到假邮

票、从假项链到假手镯，再到

倒卖“金元宝”、“钻石”、

“古钱币”等，这些诈骗案从

手法到道具惊人地一致，受骗
对象均为中老年女性。

警方提醒市民，防范此类

骗局的关键在于面对利益引诱

时要保持头脑清醒，提高警

惕，莫贪小便宜，多与亲友商

量，避免上当受骗。

信息被“仇家”挂网上“交友”
女子一天接 300 多个骚扰电话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赵磊)21

日，女子曹某与同行的李女士吵架，

男友为给其出气，将对方的信息挂在

网上“交友”。之后，李女士接连收到

骚扰短信、电话。短短十几个小时的

时间，李女士接到 300 多个电话和
200 多条短信。26 日，曹某和男友被

警方行政拘留。

“我今天让人骂了，你帮我打电

话骂回去。”在潍坊一购物城工作的

曹某，回家后对着男友刘某发脾气。

原来，7 月 21 日当天，她和同在购物

城开店的李女士因琐事发生了争吵。

刘某一听，也十分气愤，但因为对方

是个女人，他也不好意思开口骂。于

是，刘某想到了一条更加“解气”的报

复方式，将李女士的信息挂到网上

“交友”，以扰乱她的正常生活。

当晚，两人编辑了两条信息挂

到网上。第一条是“女找男，人活

一辈子不容易不要刻意克制自

己”，同时附带了李女士的个人信

息和电话号码；而第二条内容更加
露骨，“卖穿了一次的蕾丝黑内裤

加胸罩 35 元”，也同样附带了李女
士的电话。

7 月 21 日晚上 10 点半左右，李

女士在家中休息时，突然接到一个陌

生号码的电话。接通后，对方一直不
说话，李女士挂断后，接着收到一条

短信，“在百姓网看见了你的交友信

息”。李女士莫名其妙，于是上网去查
看，看到的信息却让她气得吐血。

从 21 日晚上 10 点半开始，到

22 日下午，短短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内，李女士接到 300 多个电话，短

信 200 多条。等她反应过来发生了

什么事后，连忙到廿里堡派出所报

案。奎文警方着手开展调查，通过

技术手段，锁定嫌疑人曹某和其男

友刘某。期间，李女士仍然不停地

收到骚扰短信和电话。

26 日，民警将曹某和刘某抓

获。两人交代了事情的经过。目

前，两人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男子抢劫潜逃两年半后自首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

者 赵松刚 通讯员 李

荣 金海龙)25 日，诸城男

子孙某在抢劫潜逃两年半

后，来到诸城市刑警大队

二中队投案自首。孙某介

绍，在潜逃的 3 年里，他夜

里经常被噩梦惊醒，时常

听到警笛声，不堪折磨的

他最终选择返乡自首。

2008 年 12 月份，35 岁

的孙某驾驶着自己的无牌
二轮摩托车，夜间独自持

刀先后窜至诸城市东外环

与南外环交叉路口处、北

石桥三岔路口、皇华镇驻

地东西公路等处，抢劫外
地货车司机钱财三起，涉

案价值 25000 余元。

得手后的孙某，带着

所抢的 25000 余元现金来

到广州。刚开始孙某害怕被

警察抓到，在广州不敢住旅

馆，只好在商店门前或是银

行的自动取款室内休息。不
久后，孙某在一家小型的火

锅店找了份工作。

孙某介绍，他所在的

火锅店靠在一条主干道的

旁边，夜间经常有巡逻或

是出警的警车拉警笛，孙

某一听这些声音，便彻夜

不眠。逃亡以后，他几乎每

晚都做噩梦，经常梦见自

己被警察给抓住的情景。

2011 年的 7 月份，两

年多没回家的孙某不堪内

心折磨于 7 月 23 日坐上

了回家的长途汽车。7 月

25 日，刚刚回到诸城的孙

某便到诸城市刑警大队投
案自首。

肇事男子弃车逃逸当天被抓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记者 张焜)25 日喝了两

杯白酒后开车上路，在路

口撞上一辆电动车。 28

日，记者从处理此案的寒

亭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了解

到，王某当天就被抓获归

案，目前已被刑拘，而伤

者情况不明。

25 日下午 3 点多钟，

寒亭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接

到报警称，在寒亭丰华路

和运河街交叉路口附近发

生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撞

上了电动车，骑电动车的

人伤情严重，而货车司机

当场逃逸。

办案民警赶到现场，

根据调查，找到了货车车

主王某的电话，便打了过

去。

王某接通电话后，说

自己在寒亭百汇大市场附

近，民警随即赶去，一见面

就发现王某一身酒气。当

被询问是否驾驶肇事货车

时，王某咬定车子已经借

给了别人，但民警通过核

实，王某所说的人都有不
在场的证据。这时，王某只

能承认自己就是驾车人。

28 日，办案民警说，被

警方抓获后，王某对其醉

酒后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

十分后悔，但他仍需为自

己危险驾驶的行为负责，

现在他已被刑拘。而伤者

的伤情目前尚不明朗。

本报

7 月 2 8 日

讯 (通讯员

沈彦艳
徐燕 王志

茂 )一瓶 500

毫升雪碧的

价格仅值 1 . 6

元？假的。

20 日，青州

市工商局一
举 捣 毁 一
处销售假

冒 “ 雪
碧”饮料的

黑窝点，依
法查扣假冒
500 毫升雪碧
2256 瓶。

20 日，青州市工商局执

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称青州

市瓜市副食品批发市场有一处销

售假冒“雪碧”饮料的黑窝点，他们

同时销售真品和假品，价格相差很
多，假品可能藏匿于离商店较远的一
个仓库。

当日中午，两名执法人员就假扮

购买者前往调查。为了不惊动造假

者，两名执法人员先开了辆破旧面包

车，先后在周围几家商店转了一圈才
来到售假者的店铺，表示要买便宜
的雪碧，于是老板

张某便带着执法人

员来到仓库，只见

里面各式各样的饮
料堆放得满满的。

正在装车之际，张

某看见外面来了执

法车正要关车门，

这时，执法人员已
经来到了仓库。看

到执法人员，张某

慌了起来。执法人

员在出示证件后，

将涉嫌售假窝点当场查封，94 包涉

假“雪碧”也被查扣，共计 2256 瓶

为了确定这些“雪碧”的真

假，执法人员找来可口可乐饮料(上

海)有限公司的质检人员，对这些

“雪碧”进行辨别，并把真假产品

放在一起做了个对比，真品的瓶盖

内印有兑奖验证码，假品的瓶盖内

什么也没有；真品的生产日期标注

于瓶体上方，假品的却标注于瓶盖

之上。另外，从口感上，假“雪

碧”有点呛，而且味道特别甜。

自 首

被 抓

一瓶 500 毫升雪碧只卖 1 .6 元？假的！
青州捣毁一造假饮料窝点，查获假冒雪碧 2256 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