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银行行””““公公安安””连连环环套套骗骗了了百百余余万万
桓台公安历时5个月，成功打掉电信诈骗团伙，四嫌犯落网

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魏江
介绍，犯罪嫌疑人内部分工明确。李
某某(男)是组织者，负责冒充公安
接电话。王某某(男)负责取款。陈某
某(男)负责取款并照料其他成员的
日常生活。叶某某(女)冒充银行工
作人员负责打电话。作案时，由叶某
某(女)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使用虚
拟软件随机拨号打电话诈骗，当受
害者初步上当后，给出一个公安局
金融科的咨询电话。当受害者拨打
这个电话时，由李某某(男)冒充公
安民警，来对受害者进行洗脑。“这
是受害者防范意识最差的时候。”魏
江说道。当受害者将钱打到指定账
户后，这笔钱就会被人分流到各地，
由专人进行提款。

团伙分工明确

专人负责取款

近日，桓台民警辗转
湖南、福建、河南、河北等
地，历时5个月，抓获4名犯
罪嫌疑人，打掉冒充公安
电信诈骗团伙，系淄博首
次。该团伙先后作案40余
起，涉及山东、黑龙江、吉
林、湖南、福建等省市，涉
案价值100余万元。

这类电信诈骗一般危害性都比
较大。“这个案件的团伙在湖南用了
半个月的时间，仅仅桓台县就有近
20万被骗走。”其次，由于犯罪嫌疑
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资料，且流动
作案，所以侦破案件难度比较大。破
案的代价也比较高，为侦破此案，桓
台民警历时5个月，辗转湖南、福建、
河南、河北等地，花费了10余万元。
针对此类电信诈骗，目前最好的解
决方法就是以防范为主。

今年以来，桓台县公安局在全
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打侵财 创
平安”专项行动。目前已破获侵财类
刑事案件840起，打掉犯罪团伙8个，
涉案总价值300余万元。

案件危害大

破案难度大

经初步侦查，民警发现涉
案银行卡的开户地、使用地较
为分散，但犯罪嫌疑人使用的
所谓淄博市公安局报警电话
1 5 6 x x x x 1 9 4 4系淄博当地号
码，且此号码最后在湖南省郴
州市境内停止使用，并锁定了
一名为侯某某的可疑人员。民
警随即赶赴湖南郴州，在当地
警方协助下迅速找到了侯某
某，经了解，排除了相关嫌疑。

民警随后摸排到一可疑
手机专卖店，经店主回忆，曾
经有一人分四次从其手机店
内购买过17部手机，购买手机

人曾委托店主帮忙购买并安
装一台燃气热水器，民警调取
了燃气热水器公司的安装记
录，确定了手机购买人的具体
住址。

房东反映，今年3月初，有
三四个人用其中一人的身份
证租住了他的房子，4月末，这
几个人没打招呼，连预付的房
租费用也没有退就走了，房东
发现房间内桌子上放置了许
多使用过的手机卡片。民警发
现租房人的身份信息为假冒，
身份证照片为真的。经综合分
析，民警判断此处即为犯罪嫌

疑人实施诈骗的窝点。
民警围绕身份证照片进

行深入侦查，最终锁定了李
某某 (男 )、王某某 (男 )、陈某
某 (男 )、叶某某 (女 ) (均为福建
省泉州市人 ) 等四人为犯罪
嫌疑人。8月1 6日福建警方传
来消息，四名嫌疑人都回到
了福建境内，民警迅速赶往
福 建 安 溪 伺 机 抓 捕 。8 月 1 8

日，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成功将四名嫌疑人全部抓
获。经初步审讯，四人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今年3月5日下午，受害人
张某接到自称农业银行工作人
员一女子的电话，称有人冒充
其身份办理了借记卡，借记卡
上欠钱，银行将要冻结张某储
蓄卡上的资金，让张某拨打银
行电话5064792询问详情。

随后张某拨打该电话，接
电话的一女子说确认了情况，
告知张某赶紧报警，同时告诉
张某一个淄博市公安局的报警
电话。张某拨打该报警电话后，
一自称是淄博市公安局金融处
理科的男子了解了张某的情况
后，告知其账号不安全，需要把
卡内的钱全部转到他提供的安
全账号上，核实张某的账户是
否涉嫌诈骗，等核实完后，再把
钱给张某转回来。

当天下午，张某按照男子
的指示，通过ATM自动取款
机，将29110元转到指定的安全
账号中。张某报案后，民警第一
时间在桓台县内和全国其他省
份进行同类案件串并，初步串
并案件20余起。

“安全账号”吞掉

一男子近三万元

本报记者 罗静
通讯员 胡正学 郑波

锁定手机店，嫌疑人浮出水面

随着齐鲁国际塑化城的建
成运营和日益繁荣，越来越多
地人开始关注这座快速崛起的
商城。就塑化商业地产而言，纵
观国内相关专业市场，成功的
不多，可供借鉴的更是寥寥无
几，齐鲁国际塑化城是怎样在
短短五年的时间将一纸蓝图变
成人声鼎沸的现代化商城？它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它的运作
模式给目前的商业地产带来哪
些经验和思考……

从一片荒地，到一个人声鼎
沸的繁华之城需要多久？从一纸
蓝图，到一个成功运营的专业市
场需要多久？齐鲁国际塑化城给
出的答案是：五年！经过五年的
建设运营，如今，齐鲁国际塑化
城已发展成为可容纳1000余家经
营户、年销售额1000个亿以上的
国内最大的塑化专业市场之一，
加之其专业的运营管理、完善的
科学配套及强大的资源平台，其

“立足鲁中、辐射山东、影响全
国”的战略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江北第一塑化商城的地位日益
凸显，齐鲁国际塑化城俨然已成
为淄博商业地产的传奇和典范！

其实，齐鲁国际塑化城的成
功是有迹可寻的，它的成功来自
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来自极具
优势的产业资源以及独具匠心
的商业形态，更来自贝瑞公司对
古老齐商理念的继承发扬和创
新！在政策方面，省市区三级政
府对齐鲁国际塑化城给予了多
方关注和有效的政策扶持，这些

政策涵盖工商、税务、安监等各
个环节，主要包括给予塑化城经
营业户长达六年的税收扶持 ,免
除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危化品
经营地址变更收费，以及凭工
商、税务登记证，其子女入托、入
学享受塑化城所在地户口居民
同等待遇等，如此完善的政策扶
持和全方位的服务，让入驻业户
感到自己的选择物超所值的同
时，更多的是一份温暖和贴心。
而且经过5年的开发建设、发展
运营，这些扶持政策无不逐一兑
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新的配套
服务。截止到目前，商城入驻业
户共享受政府财政税收返还为
198户，其中单户返税最大的金
额达到了80万元；预计2014年享
受财政税收返还的业户将达到
近400户。此外，作为专业塑化市
场 ,各类工商税务以及危化品经
营许可证的办理始终是广大经

营业户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
齐鲁国际塑化城已为 2 6 0家入
城商户办理了工商税务登记、
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新增、变更
等手续，大大方便了业户的经
营，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了入驻
无忧。而近期更是针对中齐大
厦、中瑞大厦购房业户推出了
免费办理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
政策，这一新增的高附加值服
务举措，进一步令入驻商家享
受到省时、省心、省钱的一站式
贴心服务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引起了塑化经营业户的强烈关
注，得到好评如潮！

在商城不断完善运营管理
的同时，齐鲁国际塑化城更加
注重软性服务建设，一方面，结
合入驻商城的塑化企业发展之
需，以及全方位的拓展塑化市
场，齐鲁国际塑化城于2012年9

月份正式成立山东临淄塑料化

工企业商会，商会的成立为企
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
间搭建了纽带和桥梁，进一步
保证了整个市场的有序运营。
商会从成立之初，就经常组织
会员开展经贸活动和企业之间
的联谊活动，先后举办了齐鲁
国际塑化城首届书画展、首届
扑克够级大赛，并积极带领会
员走出临淄，与各地行业商会
进行信息交流，2013年底，更是
走出国门，邀请俄罗斯商务代
表团考察齐鲁国际塑化城，与
入驻商户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这些服务的开展，真正将商会
组织打造成了对内交往、对外
交流的名片，为推动临淄区塑
化行业的大发展以及齐鲁国际
塑化城的大繁荣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和力量。

另一方面，商城更加注重
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秉持强强
联合的运营理念。前期和卓创
咨询就塑化网络进行诸多合
作，又和正本物流达成战略联
盟，为入驻业户提供配套的仓
储物流服务；再到吸引行业巨
头中石化等大型代表性企业入
驻，充分发挥“山峰”群聚效应。
2013年，更是成功引入了国内家
居行业巨头--“居然之家”；居
然之家的入驻在丰富商城经营
业态的同时，大大提升了项目
商业物业的升值潜力，以及临
淄家居行业的整体档次和经营
水平，成为商贸服务业的新亮
点，对促进全区商贸繁荣、提升

城市品位、增加就业和满足居
民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自2014年元旦开业至今，
居然之家临淄店在同类城市中
营业额遥遥领先，创造了又一
个商业传奇。

在一个个骄人的成绩面前，
齐鲁国际塑化城始终没有停下
发展的脚步。为了更好的服务于
塑化企业，齐鲁国际塑化城联合
中国美旗集团、山东依厂物流，
共同投资组建了大型石油化工
交易平台——— 山东美旗石化交
易有限公司。该平台采用独创的
非加价模式，以供应链金融+物
流平台的组合将为入驻商家提
供金融与融资平台、信息与电商
平台、物流仓储平台、交易平台
和政策平台，彻底解决入驻企业
的经营问题和资金问题，为中小
企业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随着
该平台的持续运营，齐鲁国际塑
化城未来的物业升值潜力也将
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齐鲁国际塑化城
的快速崛起并不是偶然，它来自
于政府政策的有力扶持、缔造者
们的高瞻远瞩以及清晰的市场
定位。对越来越多的塑化城业户
来说，齐鲁国际塑化城不仅是一
个高端舒适、配套齐全的理想经
营之地，同时也是一个政策的平
台，服务的平台，交流的平台，这
些硬件和软件的完美融合，形成
齐鲁国际塑化城无可比拟的优
势，并使之日益成为企业发展、
壮大、腾飞的财富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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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接受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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