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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了性病做出荒唐事

1199岁岁小小伙伙逼逼1133岁岁女女孩孩卖卖淫淫还还钱钱
存了两千五

四张是假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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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站牌不合理

酒后开车拦公交

三季度耐用品消费转向享受型

每每百百户户拥拥有有家家用用汽汽车车达达4444辆辆

10月27日，三八路与天衢路之间的东沟盖面上正在堆放新土，为绿化做准备。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张娇) 拿着25张百元钞票到
银行柜台去存款，竟有两张同号的钞
票，检查后25张中有四张假钞。23日，一
男子去银行存款被查到想要存假钞。

10月23日13时许，一男子到晶华大
道的一银行柜台内存款，在工作人员清
点之后竟然发现有四张假钞。编号分别
为 ：A 6 K 3 3 3 8 5 3 6 、A 6 K 3 3 3 8 5 3 6 、
A6K3338545、B1J8605154，其中有两张竟
然是同号。该男子不承认自己使用假币
随后，双方报了警。

经查，杨某为某工地外来务工人
员，平时在摊点消费较多，对其手中的
假币来源确不知情，民警在确定其所述
属实后将其假币予以没收，后让其离
开。

据开发区经侦大队民警介绍，在与
辖区内派出所工作交流中发现，不法分
子利用冠字“A6K3”百元假币，以乘隙调
包、购物找零等方式从事假币违法犯罪
活动。警方提醒市民，该“A6K3”假币毛
边做得较为逼真，立体感很强，但该纸
币纸张部分区域颜色有深浅区别，其左
下角的100字样不能变色，请广大市民提
高警惕，一旦收到假币请及时报警，以
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杜彩霞)

一男子酒后竟然因为公交车站牌摆放
的位置占了自己村子的地强行拦截公
交车。近日，德城区黄河涯派出所对这
位男子的行为进行了警告。

近日，几辆20路公交车遭到了拦截，
“当天下午5时左右，有20路公交车司机
报警称，他们被一个男子拦截了，车上
还有不少的乘客，男子拦路坚决不让公
交车离开。”民警说，达到现场之后，有
三辆公交车已经停了下来，但是没有见
拦车男子的身影。

“司机说，拦车男子去追回想要返
程的另一辆20路公交车了。”民警王旭东
说，随后民警追上该男子。这时，男子正
开着一辆越野车拦截一辆20路公交车。
原来，另一辆20路公交车司机看到其他
车辆被拦截于是就想掉头返程，谁知男
子开车追了上来。

民警见状将该男子控制，该男子下
车后身上有明显的酒气。“该男子姓李，
李某认为20路公交车站牌所在的位置不
合理，站牌上写的是王村店站，却放在
了自己所在的村庄岳高铺村。他要求站
牌挪50米。”王旭东说。

随后，公交车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
向李某表示，将会把他的诉求向上级汇
报。民警对该男子的行为进行了警告。
据了解，该男子在去年也做过同样拦截
公交车的事，当时他的诉求是要把站牌
名字改成自己的村名。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光明
陈兰) 19岁的男子孙某和13
岁的女孩张某发生关系后，男
子不慎染上性病，痊愈后，他
找到张某索要4000元的治疗
费用，在其无钱偿还的情况
下，男子帮忙介绍张某和不同
的男子发生关系，孙某从中抽
取“提成”，目前男子孙某已经
被公安机关拘留。

据了解，张某出生在河北
故城县的农村，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去年在外打工的母亲给
张某买了一部手机，因爷爷奶

奶疏于对张某的管理，手机成
了张某和不同男子之间聊天的
工具。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
式，张某认识了在禹城男子孙
某。后来两人多次发生关系，直
到今年的7月份，因孙某经济上
拮据，两个人失去联系。

8月份，男子感觉身体不
适，经查，竟然是得了性病。孙
某称，治疗花了2000元的费用，
但是他觉得自己得病和张某有
很大关系，决定向其索要“治疗
费”。随后男子到了河北，称自
己得病花了8000元的费用，需
要张某支付4000元的“治疗

费”。孙某威胁张某，如果不给
钱就报案，张某因害怕，签订了
欠款4000元的欠条。几天后，张
某给了男子100元钱，孙某询问
张某钱是怎么得来的，张某称，
自己和另外一个男子发生了关
系，男子给了100元的费用。孙
某感觉这是一挣钱的门路，就
对张某说，可以将她带到禹城，
为女孩介绍“客户”，方便张某
尽快还钱。

据张某的老师介绍，10月
初的一天张某没来上课，后来
发现张某也一直没在家，就赶
紧打电话告诉了张某的父母。

“从张某同学得知男子是德州
禹城人，我们就一路找到了禹
城。”张某的父母说，到禹城报
了警。随后民警在男子孙某的
租住处找到了张某，张某将全
部过程告诉了父母。经孙某
介绍，张某在禹城共卖淫 3
次，赚取的250元现金也全部
被孙某拿走了。然而，几天下
来，孙某却一直没有出现，后
来民警通过QQ假装要和张某

“交易”，在见面地点将孙某抓
获。目前，孙某已被公安机关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
过程中。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徐良 通讯员

高静 ) 近日，记者
从国家统计局德州调
查队获悉，从三季度消
费情况看，德州市耐用
品消费由实用型转向
享受型。

统计资料显示，
2014年三季度，城市居
民家庭百户拥有助力
车110辆，家用汽车也
从少到多，2014年三季
度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达到44辆，市民在“行”
的消费上又迈上了新
台阶。

监测显示，2014年
三季度，德州市每百户
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彩
电107台、洗衣机100
台、冰箱100台。居住条
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促进了彩电、空调等家
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带
动了家庭设施消费。城
市居民家庭空调和热
水器的百户拥有空调
144台、淋浴热水器91
台。

2 0 1 4年三季度，
城市居民家庭百户拥
有移动电话206部，接
入互联网的电话有86

部，比去年同期增长3
倍多。2014年三季度，
每百户家庭拥有计算
机 9 0台，比上年同期
增长8 . 43%，其中，接
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为
7 8 台 ，同 比 增 长
11 . 43%。

家庭耐用消费品
的现代化水平是衡量
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标志，传统家电增长迅
速，交通工具升级换
代，通信消费迅猛发
展，标志着德州市耐用
品消费由实用型转向
享受型。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李洋 迟振
宁) 近日，省发改委以鲁发
改投资〔2014〕881号文下达
德州千亿斤粮食项目2014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德州
临邑等六个县市获中央预算
内投资22080万元。

这笔建设资金占全省五
分之一，资金总量和项目个

数均居全省首位，可建成高
标准农田18 . 4万亩，其中，齐
河县实施面积达34000亩，成
为全省年度实施面积最大的
项目县。至此，德州 2 0 1 0 -
2014五个年度项目已获得上
级扶持资金达58135万元，可
建设高标准良田95万亩，为
全市粮食增产做出了积极贡
献。

粮食项目资金居全省首位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尹合义)
27日，记者从德州市人防办获
悉，新建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率达100%，人防工程建设
质量稳步提高。

据了解，近年来，新增
加的人防工程面积为 5 0余
万平方米，质量全部达标，
实现了新建续建人防工程

无 质 量 事 故 、无 投 诉 的 目
标。

“对不具备国家认证人防
资质的，决不允许参与人防建
设。”德州市人防办主任郑洪
周说，人防办会对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监理人
员的资质进行审查备案，实施
全过程现场监督管理，随时控
制工程质量。

新建人防工程百分百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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