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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吉栋 张晶) 核载30多吨
的大货车，实际竟拉了100
多吨钢材。根据群众举报，
聊城开发区公安交警、特警
合成作战，依法查扣11辆严
重超载的大货车。这些大货
车超载都在100%以上，有的
甚至达300%左右。目前，对
违法车辆正在进一步处理
中。

16日，聊城交巡警支队
开发区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多辆悬挂河北牌照的
大型货车严重超载，希望交
警部门查处。接警后，根据
举报人提供的信息，市公安
局交巡警支队开发区大队
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查
看。在现场，执法民警排查
先后发现11辆货车涉嫌严
重超载，超载程度都在100%
以上。

“这些大型货车拉的是
圆钢。”参与办案的民警介
绍，执法人员对大货车驾驶
员阐明违法行为后，准备进
一步处理，“这时有些驾驶
员 表 现 出 一 些 不 配 合 行
为，设置困难阻碍执法，有
的 甚 至 关 闭 车 门 拒 不 下
车。”针对这些行为，执法
民警耐心劝导，对屡次劝

导仍不配合的驾驶员，依
托技术辅助力量，采取果
断措施，对1 1辆严重超载
的货车依法暂扣。

据介绍，这次查处的严
重违法车辆均为大型货车，
这些车辆的车栏很高，所拉
货物都是密度较高的圆钢，
体积不大但重量大，违法行
为存在很大的隐密性，平时
很难发现。在这次行动中，

执法民警坚持定点查控与
流动巡查相结合、设卡布控
与秘密侦查相结合，特警武
装震慑，全程录音录像。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
到，为切实加强货运车辆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
少因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
为引发的交通事故，按照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深入推
进路面交通违法整治，严

查渣土车严重违法和货车
超限超载专项行动的部署
和 要 求 ，聊 城 市 公 安 局 、
市交通运输局之前就曾发
布了联合发布通告，一直
以来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
载行为，始终保持对超限
超载的强大整治攻势，从
严打非治违，重拳查违除
患 ，有 效 减 少 了 交 通 隐
患。

大大货货车车核核载载3300多多吨吨装装了了110000多多吨吨
警方根据市民举报查扣11辆超载大货，有的竟超载300%左右

▲大货车所拉货物都是密度较
高的圆钢。

警方查扣的违法大货车。
本报记者 李怀磊 摄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刘
方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金融的普及，人们的投资理
财渠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网贷、众筹、宝宝类理财等
网络投资形式逐渐进入人
们的视野。这不，投入5000
元参与网络众筹，想要提现
时却被告知“被限制”，一市
民疑遭汽车众筹骗局。

据市民朱先生介绍说
自己前两年P2P网贷火的时
候，不仅非常幸运地从中全
身而退，还小赚了一笔。最

近P2P网贷政策收紧，收益
率下调，再加上近两年频发
的“跑路潮”，朱先生又将投
资目标转向了汽车众筹。

“规则其实很简单，大
家一起在网上筹钱去收一
辆二手车，众筹成功之后，
车转手卖出去，中间的差
价所有人来分，平台运营
者拿走利润30%，剩下70%
投资人均分，众筹成功但
在规定期限没卖出去，平
台会按照年化12%的收益
进行溢价回购。”朱先生介
绍。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平台上的项目的确全部兑
现了承诺。打消顾虑后，朱
先生投入5000元加入其中
一辆车的众筹项目。没过
多长时间，这辆车就被高
价卖出，朱先生就等着收
回自己的本金和分润。然
而，等钱回到自己的平台
账户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
提现被限制，随即众筹平
台网站也发布了限制提现
的公告。随后，朱先生又致
电平台客服，客服工作人员
信誓旦旦表示“最后总会解

决的”，但朱先生隐隐约约
感觉，“这次好像真遇到雷
了，全部回本的希望已不大
了。”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投
资者，参加网上众筹时，一
定要注意投资风险，首先要
考察平台运营系统安全；其
次考察平台的资金托管方
式；第三考察平台信息的真
实性；第四考察收益率，要
理性与市场收益率对比；第
五要控制投资仓位；最后投
资后，要紧盯资金流向，防
患于未然。

投入5000元众筹，想提现却被限制

聊聊城城一一市市民民疑疑遭遭汽汽车车众众筹筹骗骗局局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
朝旺 魏传峰) 流窜于乡
村集市，专门盯准中老年人
花假人民币，这不就有人上
当了。日前，聊城市东昌府
区斗虎屯镇一位七旬老汉，
在集市上卖花生时收到300
元假币。

4月17日，东昌府区斗
虎屯镇某村73岁的郭老汉
拿着自家种植的花生到集
市上卖。刚到集上，一位骑

着三轮车的年轻人拿出 4
张百元大钞将老人的花生
全部买走。郭老汉准备买
点生活用品带回家，但卖
家说他的钱是假钞，老人
急忙跑到附近商品超市让
验钞机检验，确认三张全
是假钞后，老人很郁闷。在
旁边围观的人很多，纷纷
指责骗子可恶的同时，热
心人们带着老人到辖区派
出所报警。

斗虎屯派出所民警介

绍，当前，随着城区市民识
别假币能力提升，骗子将假
币转移到农村欺骗村民，不
法分子的骗术主要有三种：
一是持假币者以高价收购
农副产品的方式诱人上当；
二是持假币者把目光瞄向
农村集市。集市上买卖农副
产品的人多，不法分子可借
机浑水摸鱼，用假币购买物
品，即使骗局当场被识破，
也会蒙混过关；三是利用农
村青年大都外出打工的时

机，去农村欺骗老人。一些
持假币者打着“服务上门”
的幌子，经常到偏僻的农村
兜售一些日用品，利用老人
见识少、警惕性差的弱点，
以售小商品之机将面额为
20元、10元的假人民币找零
给他们。

警方提醒市民，骗子很
可能会流窜作案，市民应注
意防范，以免造成经济损
失。遇到类似情形应立即报
案。

七七旬旬老老汉汉卖卖花花生生收收到到330000元元假假钞钞
不法分子专门盯准农村集市上的中老年人下手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4月19日
上午，聊城高速交警查处了一起人
货混装违法行为，对其教育并消除
违法行为后，高速交警依法对驾驶
员处以罚款2000元，记6分。

19日上午，聊城高速西执法站
缉查布控平台报警，一辆冀DL***
重型仓栅式货车涉嫌人货混装。接
到报警后，高速执勤民警庞勇立即
带领协警拦停车辆，发现封闭货厢
内堆满货物，货物内藏有一人。经过
询问得知，驾驶员刘某某是河北省
邯郸市人，车厢内拉的都是散货，车
辆从河北省过鲁冀界走济聊高速，
准备在聊城西收费站下。

对于民警当场指出的问题和即
将要面临的处罚，该司机态度诚恳
且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按照《山东高
速条例》相关规定，执勤民警对驾驶
员处进行罚款2000元，一次扣6分的
处罚。

人货混装上高速

货车驾驶员被处罚

人货混装的违法车辆。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超) 花了3500
元从微信好友那买一批“低价话费
充值卡”，结果在给对方微信转完
账后被拉黑，才发现上了骗子的
当。这是聊城一位市民17日遭遇的
一起骗局。警方提醒，在网上交易
时一定擦亮眼睛，切莫因为贪小便
宜吃大亏。

4月17日，聊城市凤凰工业园
派出所民警接到一起报案，报警人
称自己通过微信被骗走了3500元
钱。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王某家住
聊城市南湖新城小区。就在前几
天，一个微信号为“ib18346403003”
的人申请加他为好友，他没有多想
便同意了。之后，对方告诉王某，自
己手里有一批100元面值的话费充
值卡，可以以非常低的折扣出货，
量大还可以从优。

王某看到充值卡的价格比市
面上要低得多，便动了心。几经交
谈之后，便给对方通过微信转账汇
款3500元。不一会儿，对方告知王
某，充值卡已发货，此时仍蒙在鼓
里的王某心中还在欢喜，觉得可以
从中小赚一笔。

等到第二天，王某想要再次和
对方联系咨询事宜的时候，忽然发
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王某这
才恍然大悟：一定是遇到骗子了！
于是赶紧拿起电话报警。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凤凰工业园派出所民警在此
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易虽然便
捷，但是也存在大量的消费陷阱。
市民在交易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切
莫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上当受骗，从
而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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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3500元后被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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