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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故事汇

本报 2 月 20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张在坤 ) 近
日，日照边防支队韩家营子边
防派出所民警及时出警，快速
反应，成功救助了一名喝农药
轻生男子，受到该男子家人及
辖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2 月 17 日晚上 9 时许，岚
山分局韩家营子边防派出所接

到报警称：虎山镇申张村一男
子喝农药自杀，请求救助。

接警后，民警迅速出警赶
到现场，发现轻生男子已处于
昏迷状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
的农药味，现场存有两个空农
药瓶子，分别是百草枯和苏化
203 。民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性，在其家属的配合下小心地

将轻生男子抬上车，然后火速
驱车前往汾水二院进行抢救。
医院医生通过洗胃和打点滴的
方式将张某成功救回，目前，轻
生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
疗。

经调查，轻生男子张某，
48 岁，虎山镇申张村人，经常
因为琐事与其妻子吵架，2 月

17 日晚，张某酒后又与其妻子
发生口角，张某一时想不开就
喝农药寻短见，幸亏及时送往
医院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事
后，张某的妻子对出警民警
说：“我以后再也不和他闹矛
盾了，谢谢你们边防民警，没
有你们的帮助，老张的这条命
就没了。”

本报2月2 0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何超 高贤 )

2月16日 ,日照岚山区342省
道田家寨路段发生一起连环
撞车事故，一辆半挂车在连
续撞了3辆车后，差点钻进一
家饭店内，所幸未造成人员
伤亡。

1 6日下午1点，日照交警
岚山大队接到报警，称在岚
山区 3 4 2省道田家寨路段发
生一起连环撞车事故。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经过现场了解，民警得
知事故发生时，邹某驾驶半
挂货车沿 3 4 2线由西向东行
驶与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重
型自卸车相撞。事故发生后

半挂车并没有停下来，而是
冲出了路面，先后撞上了停
在汽修厂门口的一辆面包车
和一辆轻型货车，最后撞碎
路边一家饭馆玻璃差点“冲
进”饭店内才终于停住。

“所幸没有撞倒墙体，只
是将一面玻璃撞碎，现场玻
璃碎片洒落一地。另一个值
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饭点，
没有人用餐，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看过现场的民警心有
余悸地说。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
一步处理中。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人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
提前减速，注意观察，确保安
全后再通过。

半半挂挂车车连连撞撞三三车车仍仍没没停停住住
撞碎饭店玻璃差点伤着人

夫夫妻妻吵吵架架，，丈丈夫夫喝喝农农药药轻轻生生
边防民警及时送医助男子脱险

本报 2 月 20 日讯(记者 通
讯员 王念东 董静) 春节刚
过，当大家都还沉浸在节日的喜
悦气氛当中时，五莲县户部乡井
家沟村的王某却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原来他们家被小偷光顾
了，还好五莲县公安局户部派出
所民警经过缜密侦查，迅速破获
了这起入室盗窃案件，抓获盗窃
嫌疑人一名，有效挽回了王某一

家的经济损失。
正月初八，王某在外地过

完春节回家，刚一打开家门，眼
前的一幕把一家人惊呆了，自
家的房门被人撬开了。万分焦
急的王某立刻拿起电话报了
警。

接到报警后，五莲县公安
局户部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并对现场进行了周密勘察。

通过勘察现场，询问被害人，排
除了流窜作案的嫌疑，初步锁
定嫌疑人为本村人，民警通过
走访发现本村村民林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到林某家
进行了例行搜查。经过民警仔
细认真的搜查，在林某家中搜
出了其从王某家中盗窃的大量
赃物。

在证据面前林某承认了盗

窃事实，随即民警将他带回派
出所进行了进一步审问。据林
某交代，他知道王某去外地过
年不在家，便心起歹念，在正月
初三晚上，趁着夜色翻墙进入
王某家，将房门撬开，进入屋内
盗走王某家的花生油、花生、酒
等物品。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去外地过年家中无人遭“暗算”

同同村村村村民民心心生生歹歹意意入入室室盗盗窃窃

本报 2 月 20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耿军 ) 来岚
山经营一家汽修厂的东北籍
汉子老刘怎么也没想到，请人
喝酒竟然“喝”掉了 7700 元。春
节期间，王家海屋边防派出所
民警协同岚山分局刑警中队
马不停蹄奔走上百公里，终将
涉嫌盗窃的张某抓捕归案。

2月6日晚上9点，老刘的
家属带着醉醺醺的老刘急匆

匆赶到王家海屋边防派出所
报案，称其放在家里的7700元
现金不翼而飞，并怀疑是今晚
一起喝酒的泰安小伙张某所
为。经民警进一步了解情况得
知：汽车维修厂缺一名汽车维
修工，老刘便在人才信息网上
发布了招工信息。看到信息的
张某自告奋勇前来应聘，一番
考察后老刘对张某很满意，并
高兴的吩咐妻子做了几个好

菜留张某喝酒。岂知待张某走
后，老刘的家属清理餐桌时才
发现自家存钱的包被打开了，
核对后发现丢了7700余元，老
刘的家属马上给张某打电话
也打不通，这才带着老刘到派
出所报警。

值班民警经过缜密推断
后，确认张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随即对其进行立案调查。2

月 7 日，经过网上比对信息民

警得知张某已潜逃至青岛市
南区，并在当地一旅馆登记住
宿，该所立刻成立抓捕组前往
青岛。民警冒着雨雪，颠簸 4

个多小时到达青岛，在青岛市
中山路派出所协助下最终将
还在熟睡的张某抓捕归案。

2 月 8 日，嫌疑人张某因
涉嫌盗窃已被岚山公安局刑
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

酒酒后后起起贪贪念念顺顺走走 77770000 元元
民警果断出击抓获一盗窃犯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在银行办理

信用卡后透支长时间不还，在一
年的时间里连本加息累计到4万
余元，结果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被
公安机关抓获后，不仅钱没少还，
还留下了触犯刑法的历史记录。2

月14日，被刑拘后的付某面对这
样的后果，后悔不已。

2011 年 4 月份，付某利用自
己的身份证在某银行办理了 1 张
信用卡。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 3

日，付某分三次利用信用卡透支
本金加利息 4 万余元，其中本金
两万九千元，利息一万一千多。可
到了还款日期却迟迟不还，银行
工作人员于是向他下达了催款通
知单，没想到付某仍是不予归还。

就这样，银行便到岚山公安
分局岚山头派出所报了警。接到
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对案件展开
侦查。当民警传唤付某时，付某竟
然在案发后潜逃，不知去向。随
后，民警将付某列为网上逃犯继
续开展工作。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东港警
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将付某抓
获归案。

据悉，付某的行为已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同日，付某被
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提醒信用卡持有者，刷
卡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使用信
用卡透支消费后，要务必于账单
到期日前如数归还欠款，拖欠还
款超过 3 个月仍拒不还款，则属
于恶意透支行为，涉嫌信用卡诈
骗罪，将承担刑事责任。

透支信用卡 4 万

涉嫌诈骗被刑拘

半挂车撞碎饭店玻璃窗。 通讯员 高贤 摄

酒后大闹卫生室

男子被行拘 7 日

本报 2 月 20 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庞尊玺) 家住江苏
赣榆县的吴某平常嗜酒如命，并
且还容易酒后冲动。这不，因为酒
后闹事，吴某受到了行政拘留的
处罚。2 月 18 日，记者从岚山公安
分局获悉，吴某已经接受完处罚，
并称以后坚决不再喝多闹事了。

2 月 11 日下午，岚山公安分
局岚山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辖区甜水河村卫生室有人闹
事，将卫生室工作人员张某的手
机、眼镜等物品摔坏。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卫
生室门口的地上，正在酣睡。民警
想上前将其叫醒，可刚走近就能
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目击群众
介绍，男子在卫生室闹完事就躺
在地上睡了，估计是喝多了。民警
将男子叫醒并带离了现场。

在派出所醒酒后，接受询问
的吴某对自己在卫生室闹事的一
幕已经全然想不起来。

经了解，该醉酒男子姓吴，系
赣榆县人。吴某介绍，当天，他和朋
友聚在一起很高兴，喝了三顿共
计两斤多白酒后，他自己就窜到
甜水河卫生室。

据目击群众介绍，醉酒后的
吴某，在卫生室说不清要干什么，
工作人员张某就劝他回家休息，
吴某离开。几分钟后，吴某再次回
到卫生室，并声称手机丢了。

接着，吴某便开始在卫生室办
公桌上翻找，张某拿着一个手机上
前问吴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
手机”。拿起手机发现不是自己的
后，吴某嘴里骂骂咧咧的将手机狠
狠摔在桌上，并拎起方凳将张某的
眼镜打落到地上摔坏。

最终，违法行为人吴某因涉
嫌寻衅滋事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七日的处罚。

买买房房子子可可以以退退税税？？天天上上掉掉馅馅饼饼！！
俩男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诈骗被五莲警方抓获

本报 2 月 20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念东 董静)

两男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以购房退税为幌子，诱骗受
害人到银行转账，从而实施诈
骗。近日，五莲县公安局抽调精
干警力，远赴深圳将正在出租
屋内用电话实施诈骗的两名犯
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近期，五莲县发生多起购
房退税诈骗案，受害人员多，涉

案金额较大，社会影响恶劣。此
类信息诈骗多为行骗者致电事
主，自称是房管部门的政府工
作人员或小区管理处工作人
员，告知事主所购房产可以退
税，并要求事主拨打“税务工作
人员”电话，以办理退税转账手
续。事主拨打电话后，即被引导
前往银行柜员机按提示操作转
款，进而导致存款被转向行骗
者的账户。

五莲县系列购房退税案件
发生后,刑侦大队迅速成立专案
组,经多方工作,确定李某某杨某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民警
立即赶赴深圳开展工作,在深圳
警方的配合下,锁定嫌疑人住处,

民警赶到嫌疑人住处时,发现嫌
疑人仍在继续作案,民警当即将
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交
代，他们从网上找好信息,整理

了几份资料便开始行骗。骗来
的钱继续买客户资料。在做案
现场，民警当场缴获作案电脑 1

台、手机 6 部、手机卡 27 张、用
户信息 5000 余条。

经初步审讯查明，2013 年
12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杨
某通过网络购买大量购房业主
信息，冒称房管局工作人员以
购房退税为名实施诈骗多起，
涉案价值 18000 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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