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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子子不不能能生生育育竟竟拐拐骗骗网网友友女女儿儿
女子不能生育，在见到网友5岁大的女儿之后，竟萌生拐骗之意。随后，以谈恋爱为名，到男网友家中居

住，并趁独自给其女儿看病之机，将孩子拐骗至男友家中，随后藏匿至潍坊。案发后，公安迅即破案，被拐女
孩平安回家。临清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该女子有期徒刑两年。以窝藏罪，判处其男
友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实习生 张石磊 通讯员 王希玉 王雪鹏 李红英

杜杜撰撰私私刻刻财财物物章章

骗骗取取现现金金2200万万元元

本报聊城8月2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杨金坤 ) 杜
撰公司并私刻财务专用章，骗取
现金五个月后外逃，近日，经临清
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合同
诈骗罪判处男子有期徒刑四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责令退赔
被害人20万元。

经查，被告人张生广与被害
人刘某于2011年5月在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
司工作期间认识。在双方交往中，
张生广发现刘某有可供外借的现
金，逐找他人刻制临清一投资咨
询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其兄长张某
某私人印章，并称该公司系兄长
经营，投资到该公司可获高额利
息。经查，该公司实际并不存在，

2011年8月5日，张生广以该
公司及兄长名义与被害人刘某签
订书面借款合同，借款20万元，约
定月息5000元。截至2012年1月21

日，被告人共支付利息15833元，
但借的钱款所剩无几，遂外逃。
2013年7月24日，公安机关将张生
广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生广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单位欺
骗他人，使他人陷于错误认识，从
而骗取财物，且数额较大，故以合
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责令退赔
被害人20万元。(文中人物均为化
名)

“女友”带5岁女儿看病后消失

“我5岁的女儿被一名自
称‘ 王 雅 ’的 女 子 给 拐 骗 走
了。”2月5日1 3时3 0分左右，
一男子神情慌张地跑到临清
一派出所报案。男子叫李辉，
是临清一个普通农民，前些
年和妻子感情不和离婚，独
自承担起孩子的抚养义务。

“前几天我大女儿李雪因
感冒发烧，在一私人诊所输液
三天。”李辉说，在输液的最后
一天，他由于有事临时拜托新
女友带李雪去输液。也就是这
一去，女儿和王雅就再也没回
来。女儿失踪当天，他给王雅

打过电话询问。对方说带他女
儿回河北娘家住几天，等过几
天就回来。

对于王雅的说法，李辉
开始并未太多怀疑，而且开
始几天，王雅每天不是给他
打电话就是通过QQ 聊天告
知他李雪的情况。但在三四
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王雅
既不给他打电话，也不怎么
和他通过QQ联系了，最后直
接不接他电话。到此，李辉感
觉到事情不对劲，赶紧到派
出所去报案，也就出现了开
头那一幕。

公安迅即破案，五岁女孩平安回家

接到报案后，临清警方立
即展开调查，通过调查访问，警
方掌握到李辉与这位自称王雅
的女子，是通过QQ认识的。

据李辉介绍，他是在春节
前后，通过临清市广播电台交
友栏目认识了王雅，在经过一
段时间交往后，二人互有好感，
最后约定于在临清一公园见
面。见面时，李辉还按照王雅要
求，特意带上了大女儿李雪。初
次见面，王雅就对李雪特别关
心。当天，王雅就跟着李辉回
家，并且在其家中居住。

王雅在李辉家中居住一晚
之后就离开，随后又主动到其
家居住四天，正是此期间，王雅
将李雪拐骗走。王雅在其居住
期间，曾对李辉说，想领养他的
孩子。但当时李辉以为是玩笑，
就一笑而过。

警方在经过侦查之后，最
后确定王雅很有可能藏匿于山
东省潍坊市。随后，侦查人员立
即赶往潍坊奎文区，并在到达
潍坊两天后将犯罪嫌疑人王雅
和其男友抓获，被拐女孩李雪
也平安回到父亲李辉身边。

求子心切，不育妈妈实施拐骗计划

王雅是谁？她为什么要
拐骗5岁大的李雪？警方经审
问后，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浮
出水面。

王雅原名王欣是河北省
人，在上完小学四年级后辍
学在家务农，到适婚年龄后
与其丈夫杨树结婚，并育有
一子。原本可在家相夫教子
的王欣，因和丈夫性格不合，
且 丈 夫 在 外 打 工 常 年 不 回
家，而厌倦了婚后生活。为排
遣寂寞，前年 8月份，她通过
广播电台交友节目认识了临
清男子郭军，两人迅速发展
成同居关系。

两人一起生活近一年，
却始终没有孩子，四处求医
问药也无济于事，最后在医

院检查出是王欣身体原因导
致。得知消息之后，王欣就产
生了弄来一个别人孩子和郭
军一起抚养的念头。

去年年底，王欣通过电
台交友栏目认识了李辉，两
人互加了QQ 。聊天时，王欣
获 知 李 辉 离 异 并 有 两 个 孩
子，就有了拐骗其孩子由自
己抚养的念头。二人见面后，
见到李辉的大女儿李雪，王
欣更是坚定了要抚养李雪的
念头。

王欣在被抓捕归案后交
代，她是在带李雪输完液后，
骑电动车将孩子带到郭军家
中，随后，为避免李辉找上门
来，就和郭军带着孩子到了
潍坊。

明知犯法，男友仍帮忙藏匿终获刑

据王欣男友郭军交代，2
月的一天，王欣告诉他，她一
个网友村里有一个不错的对
象死了，底下有一个五岁的女
儿，后来网友又找了一个对象
不想要这个女孩，说是给对方
几千块钱就能把孩子过继过
来。

“那天说她去看看，我就
同意了。我跟她说，看看要是
孩子挺好，只要那边同意，花
几千块钱就把孩子接过来。”
在审讯时郭军交代，王欣去了
大概三四天后，就将孩子带到
他家中。一开始，他询问孩子
具体来历，但王欣始终避而不
答。一两天后，王欣说，其实她
是以网恋的形式假装跟孩子
的爸爸谈恋爱，并跟孩子父亲
说把孩子带走玩两天，过几天
再送回去。

郭军问她打算什么时候
把孩子送过去。王欣说：“那个
孩子没能带来，这个孩子就不
能送过去。”郭军考虑到，他在
孩子问题上拿王欣没办法，只

好同意王欣的做法。但是，他
家离李辉家太近了，又怕孩子
家里找上家门，于是，他就带
着王欣和李雪一起来到潍坊。

在去潍坊前，郭军曾跟王
欣商量，他们两人领养一个，
或看看病自己要个孩子，但王
欣坚决不同意，并威胁郭军
说：“你要不同意，我就领着孩
子自己过去。”见王欣如此坚
决，郭军就再也没提过要把孩
子送回去。

两人被捕后，经临清市人
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欣拐骗
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
离其监护人，郭军明知王欣是
犯罪而为其提供隐匿处所，帮
助其逃匿，其行为已分别构成
拐骗儿童罪和窝藏罪。但鉴于
二人认罪态度较好，遂酌情从
轻处罚，并对郭军适用缓刑。
综上，法院依法以拐骗儿童
罪，判处王欣有期徒刑两年。
以窝藏罪，判处郭军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两年。(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本报聊城8月2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杨金坤 ) 莘
县农民王某，曾两次因盗窃罪被
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
两年，但仍不思悔改，于2014年4

月21日至27日分别盗取两辆车。
近日，经临清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

经查，被告人王某于2014年4

月21日1时许，在东昌府区双力路
阿尔卡迪亚小区一南北公路北首
西侧，采取别门撬锁手段，将停放
于此处价值近两万元的面包车盗
走。王某将车开至临莘路一加油
站附近，委托他人以2000元价格
代为出售。案发后，该车被追回，
发还被害人。

王某还于4月27日，在高唐县
时风路附近，采取同样手段，将停
放于北门东侧路边价值13000元
的电池观光车盗走。盗后，将该车
开至临莘路一加油站附近，准备
出售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
该车被依法扣押，已发还被害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有两
次犯罪前科，系累犯，予以从重处
罚，故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

父父亲亲欠欠债债被被告告 儿儿子子不不必必担担责责
本报聊城8月21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王哲 刁萌萌) 男子借款40万
不还，与妻儿三口被债主诉至
法院，经法院审理，判决夫妻两
人共同偿还本金及利息，成年
儿子不承担债务。

2010年至2011年，马某因
经济困难多次在刘某处借款40
万 元 ，口 头 约 定 月 利 息 为
1 . 85%，马某仅在2011年双方第
一次对账时支付过部分利息，此
后的利息和本金便不再归还，刘
某遂将借款人马某、马妻张某、

儿子马某某三人列为共同被告
诉至法院，要求以其家庭共有财
产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提供
担保，申请财产保全。法院经审
查后依法采取保全措施，将被告
马某三口在银行账户存款30万
元及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分别
予以冻结、查封。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
系借款人马某之妻，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规定：“债权人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
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
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
中，被告张某未能提供该笔债
务应由马某一人承担的证据证
明，故该笔借款应视为被告张
某与马某的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被告马某之子马某
某是否应当偿还欠款，法院查
明，早在2010年被告马某第一
次从原告刘某处借款时，儿子

马某某就已年满十八周岁，
2011年原被告第一次对账时
马某某已结婚成家。被告马某
与其子马某某均具有完全的
民事行为能力，其均应对自己
的行为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
原告刘某所述被告马某某名
下的房产及车辆均为其父所
购，应当视为家庭共有财产，
但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
证实，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原告刘某
要求被告马某某偿还债务的诉
求不予认可。

八八天天连连盗盗两两辆辆车车

欲欲出出售售时时被被抓抓获获

为了让莘莘学子和广大市民
度过一个欢快、愉悦的暑期，百大
金鼎购物中心、金鼎商厦于8月8日
起隆重推出了“疯狂暑假 缤纷献
礼”学生用品月系列促销活动，为
广大市民准备了极其丰富的“清凉
大餐”，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丰富
的各类必备用品，让新的征程承载
最美好的开始。

本次活动中金鼎购物中心、金
鼎商厦近万种品类商品全线参加，
极其优惠的促销活动，彻底震撼的
价格，共同构造了一场华美的购物
盛宴。夏装、皮鞋出清2-4折起。金
鼎箱包3-6折起，凭入学通知书再
优惠5%。金鼎商厦5楼办公用品满
100送20元商品！电教产品新品上
市，读书郎、诺亚舟、步步高、好记

星、小天才品牌优惠进行中。金鼎
商厦一楼手机数码生活馆学生、教
师凭有效证件享受优惠价+抽奖+
礼品。

珠宝多变色彩：鑫生金镶玉7
折。潮宏基、周大生、金叶重装升级，
惊喜不断。谢瑞麟、香港珠宝强势入
驻金鼎购物中心，即将盛大开业！
日化：兰芝、进口高丝、雅漾、欧珀

莱、泊美惊喜不断。珀莱雅秋季娇
颜答谢惠正在进行中，套盒交10元
顶100元使用，全场买正价产品500
立减 5 0再打 9折 +分级送好礼！
(8 . 24止)

一个个精彩无限的活动让广
大顾客尊享购物的快感，感受无与
伦比的优惠。丰富的促销活动、大
幅度的优惠力度、优质的促销商品

吸引了大量的即将入学的学子们
的踊跃参加。

此外，开学之际，恰逢金鼎商
厦三楼仕女童趣馆、四楼名媛时尚
馆、五楼运动生活馆、六楼美食童
趣学习馆重装升级，现正常营业
中，全新的形象、丰富的商品为您
的暑期生活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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