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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骗老人退休金的嫌犯抓住了

这名惯犯专骗70岁以上老人，作案多起涉案十余万元
3月21日，
86岁的王老先生在经六路延长线遇到一名自称负责退休金发放，可帮他涨退休金的男
5月12日，槐荫警方发布诈骗嫌疑人图像信息，向社会有奖征集破案线索。在广大
子，被骗走3万元钱。
5月19日，涉嫌诈骗多名老人的骗子终于被槐荫警方抓获。
市民协助下，

欠万元工资不给
竟逼迫人打收条

一包工头及帮忙者涉抢劫罪被抓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一包工头欠下跟其干活
的 丁 先 生10000 元 工 钱 ，竟 雇
人采取殴打恐吓的方式，逼迫
丁先生在一张收到工资的收
条上签字。近日，历城警方以
涉嫌抢劫罪相继将5名嫌疑人
抓获。

欠人万元工资
产生歪念头

槐荫警方抓获诈骗嫌犯（右二）。 警方供图

86岁老人退休金被骗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实习生 吴高寒

警方获取重要线索
抓获诈骗嫌疑人
由于王老先生被骗案件涉
及到高龄老年人这一弱势群
体 ，槐 荫 警 方 抽 调刑警大队和
张庄派出所精干力量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经调查，民警确认
嫌疑人50多岁，本地口音，熟悉
与退休人员养老金有关的国家
政策和法规。
该嫌犯作案手法老
练，编造的谎言极具欺骗性，而
且中年男子具备较强的反侦查
意识，作案后行踪隐秘。
为尽快将嫌疑人绳之以
法，5 月12 日，槐荫警方通过多
家媒体通报案情，向社会公开
征集破案线索。本报新闻客户
端齐鲁壹点当天就发布该信
息。从12日下午开始，专案组就
收到了群众提供的大量线索，
内容包括自己也曾被骗、发现
过疑似诈骗者等。
一周以来，群众向警方提
供线索达100多条，有效线索达
28 条。其中多条线索指向了一
个名叫贾明（化名）的人。

根据线索，专案民警赶往
济宁市对贾明的社会关系进行
广泛的外围调查。贾明经常往
来于济南市和济宁市之间，活
动诡秘，在两地均无固定住处，
诈骗一旦得手立刻转移。
经缜密侦查，民警确定了
贾明在济南市经常活动的区
域，立即安排办案人员，在济齐
路纬十二路一带重点区域蹲点
守候和流动查缉。经过5个昼夜
的查缉，5 月19 日下午，民警在
八里桥蔬菜批发市场发现贾
明，将其一举抓获。

有退休金，能骗到钱。而且这些
老人相对年纪大，骗局一旦被
揭穿，他也容易跑。
为 实 施诈骗，贾明学习了
涨退休金的国家政策法规和市
人社部门的机构人员组成情况。
据他称，
他在监狱服刑的时候还
自学了法律，
而且从小在济南长
大，
熟悉本地老街老巷和单位的
情况。因此，贾明作案时编造谎
言头头是道，
极具欺骗性。

学习专业知识
专骗70岁以上老人

24 日，张庄派出所再次召
开本案案情通报会，有三位受
害老人亲临现场讲述了自己被
骗的经过。
三位老人都是在室外
行走或活动时被贾明强行搭讪，
就算一开始不是很热情，
他也死
缠烂打，并且在老人要回家时
主动跟着。
贾明一步步用花言巧语以
及 自 己 的 专 业 知识，最终取得
老人们的信任，
并且骗得了老人
们的银行卡及密码，
由头有购买
剩余工龄、补交社保等。三位老
人 分 别 在 去 年5 月18 日 被 骗
16200元，
去年11月9日被骗8000
元，
今年2月24日被骗5700元。
经审讯，
去年5月以来，
贾明
在我市市中区、
槐荫区等地假冒
同事、老乡、市人社部门工作人
员等身份，
诈骗企业退休老年人
作案多起，诈骗现金十余万元。
等待贾明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经审查，贾明对诈骗王老
3月
先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1 日，他骗得王老先生的存折
和密码并摆脱了王老先生后，
来到一家银行。因为提钱的人
多，他谎称家里老人生病住院
急用钱，和排在前面的人换了
一个号，提出3万元钱后逃窜。
55岁，济南市人，
贾明，男，
1977年因盗窃和诈骗被公安机
关处理。从此以后更是前科累
累，劣迹斑斑，多次因违法犯罪
被济南市及外省市判刑。最近
一次，于2014 年因诈骗在济宁
市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去年4
月释放。
据贾明交代，他作案时选
择的目标一般是70岁以上的退
休老年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三位受害老人
讲述被骗经过

丁先生家住鲍山办事处，
五年前曾经跟着路某干建筑，
可是路某一直欠着他10000元
工资。这些年，丁先生一直在
找路某要工资，可是路某一直
称手头没钱。于是丁先生就到
法院起诉了路某。
历城区人民法院对两人
进 行 了 庭 前 调 解 ，双 方 约 定
2017年1月20日，路某先期付给
丁先生2000元，
剩余的8000元于
2017年3月20日前付清。可是路
某手里确实没钱，
在1月20日前
根本无法归还丁先生2000元钱。
不还钱则罢，路某竟然生
出歪念头，与也曾跟着自己干
活的嫌疑人杜某预谋，不付给
丁先生工资，强行让丁先生写
下收条。

雇人恐吓农民工
签下收条摁下手印
路某此前在济阳跑黑出
租，认识在社会上混的孟某等
人。他把想法告诉了孟某，并
承诺事后给其好处费。看到有
好处拿，今年1 月份刚刚从监
狱出来的孟某认为这是经济
纠纷，这样做不会违法就答应
下来。他找来经常一块玩的艾
某和逯某一起来干这件事。
1月21日中午，
路某联系丁
先生到历城区王舍人坝王路东
侧200米的济青高速桥洞下商量
还工资的事。丁先生骑着电动
车高高兴兴地来到约定地点拿
工资，
看到路边停着两辆轿车。
路某从一辆车上下来，将
丁先生叫到路边。接着，孟某
等三人强行将丁先生带上孟某

开来的轿车。孟某和艾某两人
在后座将丁先生夹在中间，然
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收条。
“你
放明白点，工资的事情你写个
收条就行，别嚷嚷。”孟某恐吓
道。
起初，丁先生并不同意签
字，因为一旦签字就无法要回
10000元工资了。可是，有人突
然打了丁先生一巴掌，然后继
续进行言语恐吓。最终，丁先
生只好在收条上签字，并摁下
手印。孟某三人将丁先生签字
的收条给了路某，而路某则给
了孟某三人2500元钱。

给“帮凶”的酬金
竟然也是借的
事后丁先生非常生气，就
在21日下午来到历城区王舍人
庄派出所报警。
“人家农民工辛
辛苦苦干活，
你不给人家工资，
还逼迫农民工写收条，这种行
为太恶劣了。
”
王舍人庄派出所
所长刘兆勇立即安排副所长陈
博和刑警大队二中队一起侦破
此案。
“为稳住嫌疑人，我们以
调解经济纠纷的名义给路某
打 电 话 ，让 其 到 派 出 所 来 一
趟。”陈博称，在电话中，路某
也认为这是经济纠纷，派出所
不会把自己怎样。21 日晚，路
某来到派出所，结果情况并非
他想的那样。
“嫌疑人以恐吓等形式强
迫受害人签署并没有拿到的欠
款的收条，通过与法制部门沟
通，这涉嫌抢劫。”民警张绪广
称，当天晚上嫌犯路某就被刑
拘。专案组再准备抓捕其他嫌
疑人时发现，
这些人都已逃窜。
通过一段时间侦查，民警
将孟某作为抓捕重点，并且研
2月22日下午，
判出其租住处。
民
警赶到魏家庄一出租房将嫌犯
4月3日、
4月18日，嫌
孟某抓获。
犯逯某和艾某相继落网。据了
解，
路某确实没有钱，
给孟某三
人的2500元钱也是借的。
5 月18 日 ，历 城分 局 依 法
对涉嫌抢劫的逃犯艾某、逯某
执行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