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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间间人人携携首首期期1188万万房房款款逃逃匿匿
警方提醒购房者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本报讯 从2月20日开始，沂
源县供电公司组织全县15个供电
所围绕“一点、二面、三指标”开展
工作，着力提升供电所管理水平。

“一点”，指的电力工作最重
要、最不容忽视的“安全”工作。该
公司开展了以查设备健康水平为
重点的“春季安全大检查”活动，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二面”，
指的环境卫生和值班室、客户服
务厅。“三指标”，一是指提升六项
营销指标，二是指降低95598话务
量的指标，三是指上级下达的临
时性指标。

(徐君 庄彬 任廷友)

沂源县供电公司：

一点二面三指标
强化供电所管理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由潜 王骞)

本想买套小产权房，没想到
首期房款交给了中间人，中间
人却携款逃匿。近日，临淄经
侦大队先后接到受害人马某
的报案，

据了解，去年7月份，马某
通过张某看好了临淄区某村
的一套小产权房，经商定后，
马某与张某及小产权房的房

主王某签订了一份房产转让
协议，因当时只有分房抽签名
额，而没有实际房产，签订协
议后，王某同意将分房名额转
让给马某，马某也按照张某的
要求将首期房款18万元存入
指定账户。同时，张某还将房
子介绍给了其他人，并收取一
定的费用。今年1月，该村举行
分房抽签，但王某却以未收到
马某的房款为由，拒绝转让房

产。之后，马某、王某再联系张
某时，发现张某早已携款逃
匿，不知去向。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
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城区周边
的旧村改造项目中建造了相
当数量的小产权房。由于这些
房产的买卖程序不正规，成为
房地产市场上引发矛盾和纠
纷的新因素，也成为一些不法
分子作案的新目标。不法分子

利用房产买卖手续不完善和
只有期房没有现房的特点，进
行合同诈骗。由于小产权期房
的买卖大多是村民在签订拆
迁安置协议后，但尚未交付的
情况下转让买卖的，所以就会
时有发生安置房产所有人将
一处房产先后卖给多人的合
同诈骗案件。警方提醒广大消
费者应提高防范意识，切莫贪
图小便宜，避免上当受骗。

通过中介买房，要验明原房主对中介方的授权委托书，以确认中介方是原房主的合法代理人，避
免遭遇欺诈。

针对房产交易过程复杂、涉及钱财较多，合同中必须分别写明首付款交付、房产过户以及尾款交
付的具体期限。其中尾款交付期限有赖于房产过户期限，因此过户期限以及过户手续由哪方主办、哪
方配合，必须事先确定并在合同中写清楚。有时，为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和违约行为、为防止出现
这些情况造成经济损失，还需要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写明违约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

通过中介买房

教你如何防骗

无无证证驾驾驶驶摩摩托托 遇遇交交警警烧烧车车逃逃逸逸
无人员受伤，警方已介入调查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杨丽 徐建
彬) 20日13时30分左右，在张
店华光路与柳泉路路口发生
惊险一幕，一名小伙无证驾驶
无牌摩托车，遇交警检查时，
趁交警不注意拔下油箱输油
管，点燃后弃车逃逸。摩托车
被点燃后火势很大，直到消防
车赶到才将火扑灭。

15时许，记者在事发现场
看到，点燃后的摩托车已经面
目全非，被移到了路边。而在

遮阳棚南侧摩托车燃烧的地
方，地面一大片白色粉末状物
质。在白色粉末中间位置，还
有一块未烧完的灰烬和摩托
车后视镜残片。

据当时查纠的张店交警
大队民警田志明介绍，当时这
辆摩托车沿华光路由东向西
行驶，当行驶至柳泉路东路口
遮阳棚下等信号时，民警发现
驾驶人未戴头盔，遂上前要求
其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男子
自称姓韩，高青人，但并不能

提供任何证件。
检查过程中，该男子一直

未下车，就在民警要求其下车
接受处理的时候，惊险的一幕
发生了。记者从民警执法记录
仪拍摄的视频中看到，该男子
跨骑在摩托车上，快速拔下油
箱输油管点燃后，弃车逃逸。
民警一边疏散附近行人和车
辆，一边救火。

田志明告诉记者：“刚开
始火势还很小，但很快火势就
控制不住了，越来越大，这个

路口人流和车流量很大，当时
情形很危险。我和几个过路的
司机用车载灭火器来灭火，但
火势还是越来越大，直到消防
车赶来才将火扑灭。当时考虑
到燃烧的摩托车很危险，我们
第一时间疏散行人和车辆，确
保安全。”

该驾驶人无牌无证驾驶摩
托车上路行驶，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他的违法行为将面
临罚款和行政扣留的处罚。目
前，张店公安分局已介入此案。

““科科技技公公司司””与与““部部队队””演演双双簧簧骗骗钱钱
两商家误以为抓到商机陷入骗局，损失数十万元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黄艳) 自称
是部队后勤人员，给予高额利
润诱惑，签订虚假合同，骗取
几十万的巨额货款。近日，淄
川区接连发生两起冒充部队
与受害人签订虚假供销合同
实施诈骗的案件。

今年1月初，淄川的杨某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是湖
北一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经
理，称自己公司生产一种化工
产品，需要在全国诚招省级代
理商，并称杨某某可免费试
销。十几天后，杨某接到自称
是“辽宁某部队后勤保障处”

的电话，称需要大量某种化学
产品。这正是之前给杨某打电
话的那家公司生产的化学产
品。杨某自认为有商机，便与
这个所谓的“辽宁某部队后勤
保障处”通过传真签订了供销
合同。随后，杨某收到了电汇
凭证传真件，便向之前打电话
的那家“科技公司”汇款32万
元订货。汇款后，拨打这两个
单位的电话都无法接通，杨某
知道上了当，急忙到淄川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报案。

无独有偶，今年2月，淄川
的周某也被同样的手段骗走
15万元货款。

接到报案后，民警对两
起案件进行了仔细分析，发
现 案 件 的 骗 局 设 计 非 常 周
密，犯罪嫌疑人冒用身份证
明开设银行账户，要求受害
人做产品代理的公司都进行
了工商注册，从工商部门官
网上能查询到，公司和购货
的“部队”仓库联系电话也都
能从114查询到。而且犯罪嫌
疑人谎称高科技产品利润空
间大，并寄给受害人少量产
品表示诚意。预付货款时，都
选择在周五下午银行快下班
时，伪造银行电子汇款凭证，
谎称款已汇出要到周一才能

到账，以急着要货为名，催促
受害人快发货。截至目前，案
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针对此类案件，民警提
示：遇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
防范意识，千万不要被高额利
润所迷惑，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要进行实地考察，不要单凭电
话、网上查询的信息、传真的
银行电汇凭证等就轻易相信，
以免上当受骗。而且这类案件
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在外省
市，事先都经过精心谋划设
计 ，一 旦 诈 骗 成 功 均 通 过
ATM机提取现金，有价值的
破案线索很少。

本报讯 为了确保电压合格
率和供电可靠性，整治农村“低电
压”“卡脖子”现象，20日，国网沂
源县供电公司针对不同台区，低
电压原因不同，制定多项措施整
治台区“低电压”。

一是增加台区无功补偿投运
率。二是保证公用配变变压器三
相负荷平衡。三是测量变压器首、
末端电压，根据所测电压情况对
公用配变分接头进行调整，保证
其在合适的档位上。四是在线路
末端加装就地补偿。五是在供电
半径大的台区增加台区。

(徐君 桑梓强)

沂源县供电公司：

多项措施整治
台区“低电压”

本报讯 2月20日，沂源县供
电公司确定了“三步走”方式，全
面落实“三廉”建设工作，加强廉
洁风险防控，提升预防腐败能力。

一是学习宣传，统一思想。20

日，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党委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了公司“三
廉”建设工作。二是加强领导，明
确责任。该公司成立了“三廉”建
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确保了

“三廉”建设融入全年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切实取
得实效。三是结合实际，下发方
案，积极参与国网淄博供电公司
评选的同时，在公司内部开展各
项“三廉”建设活动。

(徐君 桑琦)

沂源县供电公司：

“三步走”全面落实
“三廉”建设工作

本报讯 20日，沂源县供电
公司根据淄博地调安全“三问”活
动方案要求，统一制作了“三问”
台签，放置在调控中心主要办公
场所的醒目位置，调控员们亲切
地称它为“护身符”。

年初，国网淄博供电公司李
建鹏总经理提出了安全“三问”，
倒闸操作前“三问”、线路停送电

“三问”、交接班“三问”、检修申请
“三问”、调度报表“三问”，调度操
作票“三问”等，安全“三问”语句
内容符合工作实际，提高了调控
员日常工作的安全性，有效地避
免误调度事件的发生，从而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徐君 贺志伟)

沂源县供电公司：

“三问”台签成
调控员“护身符”

摩托车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本报记者 孙慧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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