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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城 市“ 牛 皮 癣 ”下 道 猛 药

近两个月，牡丹警方捣毁4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城市野广告是让人深恶痛
绝 的 一 个 现 象 ，在 城 市 里 ，车
站、街道、厕所、小区等公共场
合非法张贴或者涂写小广告的
现象满目皆是，俗称城市“永不
消失的牛皮癣”。为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牡丹警方对街头
小广告、发放小卡片等形式进
行招嫖、办理假证、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进行专项打击，自今
年4 月份以来，成功打掉4 个通
过发放小广告办理假证、介绍
卖淫、骗贷、诈骗等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18人。

侦察月余
打掉卖淫窝点
按照野广告的性质划分，
城市“牛皮癣”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发布信息的，如房屋租
赁、电器维修、疏通下水道、家
政服务等，这些信息在与目标
消费者能够直接接触的小区墙
体、楼道张贴。另一类是危害社
会的，如卖特效药迷药、办证刻
章、包小姐、金融贷款等，这些
广告是不合法的，涉及办假证、
非法行医、诈骗、卖淫嫖娼等违
法行为。
为了打击这一违法行为，
牡丹公安分局成立3 个专职打
击小组，依法对利用街头小广
告、发放小卡片等形式进行招
嫖、办理假证、诈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专项打击。

专案组民警通过对收集来
的小广告进行梳理，共发现可
疑电话19个，通过调查核实，锁
定了一个涉嫌介绍卖淫团伙。
确定窝点后，民警对该窝点进
行24小时监控，同时民警分成4
个跟踪小组对嫌疑人的活动轨
迹进行全方位的观察，通过1个
多月的秘密侦查，摸清了犯罪
嫌疑人的居住地及日常活动轨
迹，同时确定了3名与其联系密
切的卖淫女，并了解到他们是
通过送“外卖”的方式进行卖淫
活动。
5月16日晚上11时许，负责
跟踪的民警传回信息，
嫌疑人张
某驾驶黑色别克轿车拉着卖淫
女刘某平从窝点外出。
民警迅速
进行尾随。
嫌疑人在长途汽车站
处接了卖淫女黄某林，
又到某宾
馆接了卖淫女朱某芳，
后开车拉
着3名卖淫女赶到中华西路时代
奥城小区某房间进行卖淫活动。
民警果断采取行动，
当场抓获违
法嫌疑人7人。
目前，该案一人被刑事拘
留，六人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处理。

从野广告入手捣毁
一信息骗贷犯罪团伙
在城区街头的墙体上，张
贴贷款信息的野广告所占比重
较大，其中所隐藏的金融陷阱
更深。专案民警通过梳理贷款
小广告电话，并经过十余天的
密集侦查，发现一家担保办理

信用卡、金融贷款的公司有重
大嫌疑。
经民警侦查发现，该公司
经常对一些没有工作单位、没
有固定收入、没有还款能力的
客户进行包装，为办卡人或贷
款人伪造工作单位、收入证明
等，然后到银行办理信用卡或
贷 款 ，从 中 抽 取10 % 至20% 的
好处费，一些客户本身就没有
还款能力，卡到后将钱通过其
他手段取出，后逾期不还，给国
家造成经济损失。
抓捕时机成熟后，
专案组对
该团伙收网。
侦查民警先后在牡
丹区、开发区、曹县将该团伙成
员王某某、葛某某、马某、周某
某、
王某、
吴某等抓获归案。
经审
2015年底，葛某、马某、周某
查，
某、
王某四人组建了金融贷款公
司，
为了能够在银行顺利办理信
用卡或贷款，
葛某某伪造私刻一
些信誉较好的公司公章，
如菏泽
市某热电责任有限公司、
某包装
有限公司、
某食品有限公司等公
司、企业印章，为客户虚构工作
单位、虚假收入证明等手续，从
中抽取好处费。
自今年4月份以来，通过一
个多月的治理，牡丹公安分局
成功打掉了4 个通过发放小广
告办理假证、介绍卖淫、骗贷、
诈骗等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8 人，其中行政拘留6 人，刑事
拘留4 人，逮捕2 人，取保候审4
人 ，监 视 居 住2 人 ，罚 款 处 理4
人，有效遏制了危害社会型小
广告的张贴。

鄄城一烟花爆竹店发生火灾

起因为瓶装灭蝇喷雾剂晒爆引燃导致
本报鄄城5月24日讯(记者
李凤仪) 24日，记者从鄄城消
防大队获悉，当地董口镇于5月
22日发生一起火灾，
一烟花爆竹
店被烧。据店主表示，起火原因
是天气炎热，
暴露在外的瓶装灭
蝇喷雾剂晒爆引燃了临近的爆
竹店铺，
进而引发火灾。
据鄄城县消防大队工作人
员介绍，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
赶去现场。现场烟雾滚滚，伴随
爆 竹 的“ 砰 砰 ”不 停 的 爆 炸 声
音，因为爆竹的易燃性，很快就

燃烧完毕，火势变小。消防工作
人员经过全力救援后，火迅速
被扑灭，现场无人员伤亡。
“店主表示，因为当日天气
很热，暴露在太阳下面的瓶装
灭蝇喷雾剂爆炸了，和南面盛
放烟花爆竹的店面离的很近，
就迅速引燃了。”鄄城县消防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夏季炎
热，容易发生各种火灾，希望大
家能引以为戒，小心存放那些
可能会引发不测的物品，比如：
蚊子药、热得快、手机电源等！

另外，夏季杨棉柳絮容易燃烧
发生火灾，同时麦收后遗留的
麦秸和麦茬都会引发火灾，市
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中国肿瘤疗法进驻美国
——缓释库疗法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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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伪造的公章。

捡来身份证办理手机分期购
郓城一男子被警方刑拘
本报郓城5 月24 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宋明
磊) 近日，郓城县居民张某
到县城赶集时从地上捡到一
张身份证，发现与自己十分
相似，于是用该身份证办理
了手机号、银行卡，随后到某
手机店办理了手机分期付款
业务。在交了首付后，只交了
三个月分期后不再付款。郓
城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将张
某抓获。目前，张某已被郓城
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4月25日，家住郓城但一
直在外打工的王某接到家人
电话，某金融公司称其以分
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手机，
只付了三个月，以后没有再
交款，预留电话也不接，现在
找到家里来了。王某接电话
后感到奇怪，自己一直在外
打工，根本没有在郓城办理
过分期付款购手机的事，于
是赶回了家中。
当王某见到某金融公司
的办事员后，办事员拿出购
机人手持身份证合影照片第
一句话就说，办购机手续的
不是他，与办理手机分期付
款时购机人不一样，王某这
才想起这张身份证是自己多
年前丢失的一张身份证。于
是王某与某金融公司的人员

一起到了郓城县公安局城区
派出所报案。
5月17日，城区派出所经
过大量排查工作，锁定了冒
用他人身份证办理分期付款
购手机的张某，随后将其抓
获。经审讯，张某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并如实交待了其
利用王某身份证还办理了另
外两次购机和套现的犯罪事
实。
原来，今年春节后，张某
到县城赶集购物时在大街上
捡到一张身份证，当时看到
身份证上的照片与自己十分
相似，就放到了家中。后来听
朋友说，可以用身份证办理
分期付款购手机，自作聪明
的张某想起捡到的身份证，
认为不是自己的身份证，就
是办了分期付款购买了手
机，不还钱也没人能找到自
己。
于是，张某到手机店询
问了办理分期付款购手机所
需要的手续。张某便用王某
的身份证办理了多个手机号
码，并办理了银行卡。办理购
机手续时，由于身份证办理
时间长但长相十分相似，加
上银行卡、手机号都是王某
的，金融公司人员也没怀疑
张某身份就为其办理了购机
手续，结果被骗了。

2016年获得美国新生命肿瘤中心专家组认可,“缓释库疗法”被引入
美国并用于患者临床治疗。

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始建于1998年，为城镇职工和新农合定点单位。
医院自建院19年来，已成功为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香港、澳门以及全国30多个省市
的41000多名肿瘤患者进行诊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被广大肿瘤患者亲切的称为
“生命的绿色加油站”。
我院特色疗法
“缓释库疗法”
荣获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三个国家技术专利。
超微创、精准、肿瘤内给药，不手术，无痛苦，治疗肿瘤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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