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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常洪波 李俊东 柳岚

公墓骨灰盒
半夜被偷走

2015年10月28日的清晨，
济南市一处有名的公墓内，值
夜班的张师傅在公墓内巡视
时，突然发现有一座墓地的墓
穴被人砸开了，里面的骨灰盒
不见踪影。张师傅赶忙给自己
的领导李小霖打电话汇报。

李小霖连忙赶到现场查
看。他发现墓穴最上面的黑色
墓盖被人移开了，里面用水泥
灰膏封好的花岗岩内穴盖也被
人砸开了，墓穴里面的骨灰盒
不见了。

就在李小霖百思不得其解
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
的电话。对方问了一些公墓的
情况后，说：“我正在济南当地
买房子，非常缺钱。你那儿的一
个老爷子的骨灰盒被我刚刚

‘请’走了。”此时，李小霖这才
反应过来，原来墓穴被挖根本
不是寻仇，而是被人盗去了。

就在李小霖气愤不已的时
候，对方竟然在电话里吓唬李
小霖说：“骨灰盒相当重要，这
个事要是宣扬出去，你这个公
墓就没法再干了。按说，这个骨
灰盒没有个百八十万的你拿不
回去，但是哥们缺钱，不缺钱也
不会干这种事，我要的并不
多。”紧接着，对方开口说要二
十万。李小霖急忙赶到当地派
出所报警。

盗墓贼是一对狱友
流窜作案盗完就走

盗墓贼就是陈新和杨银。
今年46岁的辽宁抚顺人陈新和
37岁的吉林四平人杨银，两人
都曾有过盗窃和敲诈勒索的前
科。在狱中服刑的过程中两人
成为了好狱友，出狱后又走到
了一起。

2015年10月的一天，陈新

和杨银电话聊天时，杨银说要
想来钱快，可以去公墓偷骨灰
盒，敲诈公墓管理人员，公墓方
为了安全和名声，必然不敢声
张。陈新听了这个主意后连连
叫好。

碰巧的是杨银正打算去烟
台市探亲，两人便约定一起去
烟台，先干一票看看情况。到达
烟台后的当天深夜，两人翻过
一扇铁栅栏的小门后进入了一
处公墓。在公墓的东南角，他们
找了一座外表看上去比较好的
墓下手了。两人轮流挖了近2个
小时，终于将坟墓挖开，墓穴内
的四块大理石被扒了出来，水
泥板被撬开，他们将坟墓里一
个木质的骨灰盒中的骨灰取
出，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兜
包裹起来，将骨灰盒与骨灰一
道带走了。墓碑上面雕刻的龙、
凤装饰全部被砸碎。

当晚他们藏好盗来的骨
灰，于第二天一早乘车离开烟
台前往济南。到达济南后，他们
的目的依然是挖墓。

2015年11月中旬，两人又
相约来到天津挖墓。在乘坐出
租车的时候，他们从司机处了
解到天津市一处公墓相对不
错。他们又在晚上撬开一座比
较好的坟墓，盗得骨灰后藏在
了一座桥下。做完之后，他们又
回到了河北省唐山。

失盗公墓遭敲诈
有的真的给钱了

陈新和杨银回到唐山后，
多次给烟台、济南和天津的公
墓方打电话敲诈勒索，张口就
是十几万或二十几万。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陈新和杨银之所
以有公墓管理方的电话，是因
为他们每次去公墓踩点的时
候，先看公墓的广告牌，把上面
的电话号码先记下来。

烟台的一处公墓管理人员
接到他们的敲诈电话后，一边
与其周旋一边报案，并一面立
即组织公墓管理人员寻找失窃
的骨灰盒与骨灰。烟台公墓方

管理人员几经周折未能找到，
直到天快黑了的时候，在公墓
北边一个大坝下面找到了骨
灰，骨灰放在一块醒目的大石
头下面，用花格式的手提编织
袋装着。

济南的那家公墓管理人员
在与陈新和杨银的周旋过程中，
因为未能找到失窃的骨灰，在被
告人告知骨灰和骨灰盒的藏匿
地点后才找到失窃的物品。为了
避免可能再次发生的盗墓案，公
墓方汇给两人5000元钱。

而天津市公墓方则在陈新
和杨银的威逼下，同意支付4万
元给被告人，并分两次汇款各2
万元。在第二次汇款2万元时，
被告人陈新和杨银已被抓获，
故只到手2万元钱。

警方将二人抓获归案，并
押解回龙口。

庭审过程中，面对龙口市
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指控，
陈新和杨银二人如实交代了在
烟台市、济南市和天津市三地
盗墓并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闫红
双） 近日，烟台一大学生通
过QQ购买游戏点券时，被对
方以充值解锁的方式骗取
1 . 2万元，这名大学生先后5
次转账，对方第6次要钱时他
才意识到上当了。

8月28日18时许，烟台某
高校学生小尹在手游“弹弹
堂”的公频里看到有人打广
告，说加一个QQ充50元送
500万点券+vip10+极品武器。
小尹立即加了对方好友，对
方发给小尹一个链接，说直
接在网站上下订单就行了。

小尹就在那个网站上用
支付宝下了一个50元钱的订
单，接着网站上就跳出来一
个对话框提示小尹加另一个
QQ好友具体操作充值的事。

小尹加了那个好友之后

就把自己的订单号发给了对
方，对方说充值完成之后再
联系他。过了一会儿，对方说
充值出问题了，小尹的游戏
账号被锁定，需要往那个网
站账户上充值500元解锁，解
锁后500元还能再提取出来。

于是小尹就通过支付宝
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充了500
元。过了一会儿对方说已解
除，可以提现了。小尹通过网
站上的一个提现功能提现却
没成功。小尹就问对方，对方
回复说是卡号错误，资金暂
时被冻结，再充一定金额后
可自动解冻，解冻资金是冻
结资金的三倍。

于是小尹又充了1500
元，但对方又跟小尹说返还
再次失败，因为有一个叫资
金返还证书的东西生成失败
了，需要再充值2000元才行。

小尹又通过支付宝进行了充
值，对方客服说提现又失败
了，需再充值与账户平台资
金相同的金额，于是小尹又
充值了4000元，并催促对方
客服快点儿办理。对方说由
于第一次资金返还证书开通
失败，所以这次资金返还证
书开通也失败了，需要再充
值4000元才行。

次日晨，小尹给对方打
了4000元后询问对方可以提
现了吗，对方说可以，但要等
到中午。到了12点半左右，小
尹发现钱没有到账，对方又
说需要再打4000元，这时候
小尹才感觉被骗，此时他已
经5次充值共转账1 . 2万元。

小尹被骗后没有立即报
警，而是先去了银行打印流
水，直到9月3日他才去莱山
公安分局滨海派出所报警。

PP22PP网网络络借借贷贷非非法法集集资资22660000万万
造成两百投资人640余万元损失，两负责人皆获刑

大大学学生生买买网网游游点点券券被被骗骗11 .. 22万万元元
先后被忽悠5次转账才知上当了

砸砸墓墓穴穴盗盗走走骨骨灰灰盒盒，，向向公公墓墓索索要要2200万万
这俩贼太缺德，终因敲诈勒索被判刑

本报记者 罗静
通讯员 张显营

承诺月息2 . 9%
引来众多投资人

据了解，两被告人通过预
谋决定以经营P2P网络借贷平
台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两人先成立了淄博润禾经济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载体，随
后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社会公
众宣传、推广其“P2P借贷投资
模式”，并以提供资金借贷中介
服务为由，承诺月息高达2 . 9%
以上的高额回报，来吸引投资
人。

据介绍，两人通过美E贷
网络借贷平台，由投资人通过
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银行直接
转账等方式，将投资款汇入被
告人胡某个人账户。根据被告
人朱某的安排，由胡某实际管
理全部资金，朱某负责联系借
款人和安排放贷。两被告人在
近一年的时间内，非法吸收430
名投资注册用户存款共计人民
币2697万余元，造成202名投资
注册用户本金损失共计643万
余元。被告人朱某于庭后退缴
赃款1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两被告人
从事的美E贷网络借贷业务并
非单纯提供金融信息咨询，而
是一项金融业务活动，应依法
经过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或
备案并接受监督。两被告人在
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未遵守通
行的P2P网络借贷规则，其深
度参与资金流通，擅自吸收、归
集投资人的资金到自己的账
户，形成资金池，自行控制、支

配吸收来的投资资金，本质上
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其行为给出借人的投资带来巨
大金融风险，严重侵害了国家
的金融秩序，依法应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博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该案后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
判决：被告人朱某犯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十万元；被告人胡某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
元；继续追缴或责令被告人朱
某、胡某退赔202名受害人人民
币633万余元。

网络借贷盛行
缺乏有效监管

据了解，这是淄博首起审
结的利用P2P网络借贷进行非
法集资案件，P2P网络借贷于
近年非常盛行，但缺乏相应的
金融市场规范和有效监管，出
现了“快、偏、乱”的现象，给不
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法官提醒，普通公民如果
打算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进
行投资，应当慎重对待，在投资
之前，应当对要选择的P2P网
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进行全面
考察，可以对照国家最新颁布
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
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
规定，核对该机构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有没有该《办法》中第
十条规定的禁止从事的活动和
情形。一旦发现异常，应果断停
止投资或要求撤资，并及时向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报告。

因急于想赚“快钱”，俩东北男子竟流窜多地公墓，盗窃安葬者的骨灰及骨灰盒，并以盗得的骨灰及骨灰盒相要挟，向向公墓管理者敲
诈钱财。近日，由龙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新、杨银涉嫌敲诈勒索一案，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俩人人均以敲诈勒索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小尹打印的银行流水。

利用P2P网络借贷非法集资2600余万，造成202名投资注册用户
损失640余万元，近日，淄博博山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依法分别判决被告人朱某、胡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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