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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社会

三三岁岁女女孩孩被被拐拐？？假假消消息息别别转转！！
警方提醒，转发网络消息需先弄明白真假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李新东 ) 24

日“平安夜”，为营造安全祥和的
节日氛围，济阳县交警大队开展
酒驾集中查处行动，共查处酒驾2

起，其中，一司机曾酒驾被扣驾驶
证，平安夜再次酒驾被查。

24日20时，室外温度达零下5

摄氏度，在城区主要交通路口，穿
着反光服的交警开始进行酒驾查
处。

交警利用车辆在路口等待红
灯时段进行查处。本次酒驾集中
查处行动，交警采用固定以及流
动两种查处手段结合进行。21时，
8名交警来到娱乐场所较多的龙
海路，拦截过往车辆检查。21时30

分，交警在龙海路段查获一酒驾
司机任某。

任某摇摇晃晃地下车，脸涨
得通红，酒气熏天。经询问，半年
前任某曾因酒驾被暂扣驾驶证，

“暂扣期间仍酒驾，处罚就更加严
重了。”济阳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
人说，这种情况应给予行政拘留，
罚款1000元处罚。

据了解，济阳县交警大队共
出动警力67人，警车24辆，设立固
定及流动检查站点17处，查处酒
驾2起，其他交通违法319起。

本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阳 张红红 见习记者 梁
越) 12月21日，济阳县交警大队
联合济北派出所破获一起交通肇
事逃逸案件。

12月18日23时，济阳县事故
中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油
区办路口西行方向有一行人躺在
路边，疑似发生车祸。民警迅速赶
往事故现场，得知伤者已被120接
走。

“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勘
察。”济阳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说，现场除留有受伤者的一摊血
和撒落的土块，并未发现车辆散
落物。随后，事故民警赶到济南市
第七人民医院，伤者已被送进重
症监护室抢救。经询问受伤者家
属得知，受伤者为杨某。

民警调取派出所监控录像，
未发现事故发生过程。19日晚，民
警在一家汽修厂的监控录像中发
现疑似肇事车辆。“结合派出所监
控，可以定性为一起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相关负责人称，20日，民
警一方面调取城区路口卡口录
像，一边根据现场遗留物，走访附
近工地。

经过一天的工作，一辆红色
无号牌重型自卸货车浮出水面。
21日，专案组找到嫌疑车辆，经比
对，该车两侧门徽有明显擦拭的
痕迹，民警对驾驶人李某进行询
问，李某发现事情败露，如实供述
了肇事逃逸的事实。

原来18日23时40分，李某驾
驶无号牌重型自卸货车在中石化
第八加油站路口左转时与一名行
人发生交通事故，李某下车看到
行人伤势不轻。因自己的车无手
续，无保险，无号牌，怕赔不起，在
原地停留一会儿后，李某倒车向
北逃跑。

目前，李某已被行政拘留。

本报12月26日讯 (见习记
者 贾君婧) 近日，一则济阳
三岁女孩被人拐走的消息在济
阳县各网络媒介上疯传。记者
调查后证实该消息为虚假消
息。济阳公安局提醒，市民看到
此类消息切记不要盲目转发。

12月24日，记者在济阳县
某QQ群内看到一则消息：“请
求帮忙扩散。今天上午一个三
岁多小女孩在孙耿经济开发区
怡馨家园小区附近被人拐走
了，小女孩能准确说出她爸爸
的手机号码，从监控上看是被
一个四十多岁男人抱走了，现

大人都急疯了，有知情者请告
知，万分感谢！看到信息的兄弟
姐妹留意一下！联系人郑春蓉
1396959****，如果看一眼懒
得转的冷漠的，也请求你伸出
手指按3秒。看到就转转吧，我
们都会有孩子”。

记者了解到，该消息不仅
在QQ上疯传，在济阳县其他网
络媒介中也有所传播。

之后，记者拨打了消息中
的电话号码，号码归属地显示
为“山东聊城”，记者多次拨打
均为停机状态。记者又从济阳
县孙耿镇政府处得知，孙耿镇

并无“怡馨家园”小区。此外，济
阳县公安局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近期他们也并没有接到关
于消息中被拐走小女孩事件的
报警电话。

记者在网上查看发现，此
则消息最早7月份就开始在江
西、福建等地出现，此后在全国
多处地市均有所传播，并且其
中的具体失踪地点也因地域不
同而不断变化，但其中怡馨家
园被多次提到。

有市民告诉记者，在网络
越发便利的今天，他们看到此
则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上网搜搜

看，看到网上全国各地都有，便
明白消息是假的。

济阳县公安局也提醒市
民，看到此类信息要谨慎，切勿
盲目转发、传播。判断此类信息
真伪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查查
消息中的手机号码是否为本地
号码，一般而言外地号码则是
虚假消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通过多种途径查看消息中的失
踪地点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失为
有效的方法。此外，所有报过案
的走丢或拐走儿童，公安系统
都会有记录，市民也可通过公
安系统查询消息的真假。

2012年4月7日1时，曲堤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直河村李某
的蔬菜大棚起火。值班民警迅
速出警，在现场看到的是被烧
毁的大棚，李某的大棚位于曲
堤镇直河村的正北方向，大棚
长约60米，宽约10米。

“大棚是凌晨零点30分开
始着火的。”曲堤镇派出所相关
负责人说，最初着火部位位于
大棚前侧中间及两端，共三处

着火点，当发现时大棚全被烧
毁，面积约为600平方米，总损
失约6万元。

对于老百姓说，大棚几乎
相当于他们的命根子，“没有了
大棚就没有了收入。”相关负责
人称，为了帮老百姓讨回公道，
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并
在勘察现场发现，三处玉米秸
秆，有柴油痕迹，遂确定为恶意
纵火。

根据现场提供的条件，曲
堤派出所民警多次下村排查李
某生活中的矛盾点，加之技术
员对现场纵火者留下的鞋印等
痕迹进行分析，最终锁定犯罪
嫌疑人朱某。朱某婚后与李某
未婚的弟弟曾有过奸情。

民警称，在李某弟弟结婚
时，朱某还曾公开穿着孝衣到
李某家中闹事。李某弟弟全
年在外打工，没有蔬菜大棚，

民警怀疑朱某存在迁怒于李
某的可能，结合当时的证据，
曲 堤 派 出 所 对 朱 某 进 行 传
唤。经过相关部门近4 0小时
的不懈努力，朱某最终交代
了自己的罪行。

“这一起案件的破获起到
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曲堤镇派
出所所长张立波说，今年没有
发生一起故意破坏蔬菜大棚的
案件。

蔬菜大棚是黄瓜生产的
源头，黄瓜种植过程有了保
障，销售也是很关键的部分。
大部分种植户都会选择黄瓜
市场进行交易，那里集中了
全国各地的客商，这也给曲
堤派出所带来巨大挑战，为
此，曲堤派出所在黄瓜市场
建立闻韶警务所，发现案情
及时解决。

曲堤镇郭家村郭某曾因黄

瓜收购问题与石门村的刘某发
生争执，吵骂起来，双方打电话
各纠集车辆共10余辆，20余人
到市场准备打架。“当时市场一
片混乱，车辆挤满整个市场。”
张立波说。

张立波称，万一双方动手，
不仅仅是对这20余人的伤害，
甚至会伤及无辜。所幸10余民
警及时赶到，将现场围住，将相
关人员以及车辆带到派出所，

并疏散无关人员，短时间内恢
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

随后，民警借助监控理清
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教育。“起初，参加
斗殴的人员拒不承认。”张立
波称，民警遂通过车辆车牌
号找到车主，查处借用车辆
人员，一并将所有参与者找
出，对他们进行一一查处。最
终，双方在派出所的调解下

握手言和。
此外，针对黄瓜市场进出

车辆多为未挂牌的三轮车，民
警还设计了一种车辆信息卡，
内含芯片，将车主的姓名、身份
证号、住址以及车型均记录下。

“车辆一进出市场，系统就会自
动记录下来。”张立波说，如有
车辆盗窃，可以通过系统查出
该车辆进出时间，结合监控，一
并将盗贼抓出。

黄瓜市场聚集了外地客户、
本地收购商和种植户，家乡、风
俗有差距，有时黄瓜产量小，争
抢货源也属正常心理，故收购过
程中出现一些强买强卖现象。

2011年6月7日，曲堤派出
所接到报警，刘某称在曲堤黄

瓜市场被人打伤。曲堤派出所
迅速出警，在现场见到当事人
刘某和王某。

“王某是收黄瓜的，刘某是
卖黄瓜的。”曲堤派出所相关负
责人说，王某想收购刘某的黄
瓜，但刘某已经与其他客户签

了合同，不能销售给其他人。
“王某收不到黄瓜着急，就拽着
刘某的黄瓜筐不松手。”在两人
拉拽过程中，刘某从车上掉下
来摔伤。

曲堤派出所民警一边迅速
将刘某送往医院，一边则将王

某带回派出所，起初王某不承
认拉拽了刘某的黄瓜筐，“直到
我们将市场的监控调出，王某
才承认着急不小心将刘某摔伤
的事实。”曲堤派出所民警说，
刘某最终通过法院解决得到了
赔偿。

大大棚棚被被烧烧，，警警方方4400小小时时破破案案
曲堤黄瓜成品牌，民警功不可没

派出所纪事

曲堤镇是“中国黄瓜
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
优质黄瓜种植基地，黄瓜
种植一年四季靠蔬菜大
棚，故保障大棚的安全是
曲堤派出所保护黄瓜产
业的重中之重。曲堤派出
所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了
黄瓜种植户的生产经营。

收购商强买黄瓜起纠纷，监控还原真相

小矛盾差点打起群架，民警及时控制局面

破获火烧大棚案件震慑纵火

平安夜酒驾

酒司机再度被查

驾驶无牌车

撞人后逃逸本报见习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石晓峰

大棚外安置的摄像头监控着大棚安全。 石晓峰 摄


	E3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