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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签下 18 . 4 亿美元投资
国际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落幕，东营收益颇丰

本报 10月 20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通讯员 陈洁瑜)

20日，第三届中国(东营)国际

石油石化装备与技术展览会在

东营黄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

本届展会总参观人次达到 3

万，共签约投资类项目 18 个，

总投资 18.4亿美元；共有 86家

企业达成贸易合同意向，对外

贸易总额 36.97亿美元，国内贸

易总额 6.35亿人民币。

本届石油装备展组团客

商规模大层次高，其中，国外

组团前来的共有来自 44 个国

家 22 个代表团的 450 名客商，

客商层次和针对性较去年有

大幅度提高。另外，企业展览

面积大档次高，本届展会总展

览面积较去年增加 20%，参展

企业达到 398 家。海外展团组

团数量多是本届展会的最大

亮点，共有来自美国、伊朗、加

拿大、海湾等 11 个国际参展

团的 110 家国外企业参展。

20 日，我省第二届百县篮球赛东营赛区决赛在东营体校开幕。据悉，本次比赛共有 8 支球队参加。比赛冠军队将代

表东营市参加 11 月份的全省决赛。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大宁 郑美芹 摄影报道

百县赛篮球

“政法机关人员查案”骗局连连上演

东营一天两人被骗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见习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长

祝 王胜利) 15 日，滨海公

安局滨东分局接到两起报案，

受害人都是接到自称北京或

东营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的

电话，以保护受害人银行账户

安全或以涉嫌犯罪协助调查
为由，让受害人在取款机上利

用英文进行密码设置，结果两

人被骗资金共计 7 万余元。

接到报案后，滨海公安局
滨东分局办案民警分别对两

起诈骗案进行调查。

“你涉嫌诈骗”

据受害人甲介绍，他是

油田某单位职工，15 日 8 点

半左右在家中接了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东营市法院的

王雪。王雪对甲说，因为甲用

本人身份证在北京办理了一
张信用卡恶意透支，北京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正在调查，

她联系北京市公安局与甲通

话。一个自称北京市公安局
高华(男)的人说，甲用身份证

在北京办了张信用卡后，以
5000 元价格卖给一个叫王超
的人，王超用这张卡诈骗了

很多钱，分给甲 20 多万元好

处费，甲与王超是同伙。高华

说案子已经到检察院了，检

察院一名自称叫周燕的女子

与甲通话。周燕说，为了证明

王超的 20 多万元不在甲的卡

上，甲要把家里所有的钱存

到银行卡上，便于案件审查。

于是，甲将 6 万余元存到了

银行卡上，又按照周燕的指

令在取款机上用英文进行了

密码设置操作。甲回家后越

想越不对，就到取款机上查
询，发现银行卡里面少了 5

万元。

“你身份证被盗用"

据受害人乙介绍，他从

事个体经营，15 日 11 点左右

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
市公安局的，说乙的身份证

已被人盗用，为保护乙银行

卡上的资金安全，需要对银
行卡密码进行重新加密。乙
来到石油大学某银行自动取

款机，按照电话要求用英文
进行了操作，完成操作打了

清单后才发现进行了转账操
作，乙意识到被骗，经查询发

现 2 万余元现金已经转入对

方账户。

办案民警经过与北京、

东营有关政法单位联系，确

认所有与被害人通话的电话

号码、通话人员身份都是假

的。

20 日，本报报道了东营一市民胡女士误信诈骗电话险些被骗 20 万元的新闻，由于热心邻居
的及时报警，胡女士才“抢”回巨额损失。胡女士是幸运的，然而还有很多人却难以幸运，纷纷中
招，近来不法分子连连用同样的手段作案，短短几天，已先后有三名东营市民上当，损失皆达数
万元。这不能不让人气愤又痛心，而痛心之余，我们不能不反思，面对不法分子的疯狂作案，我们
该如何防范，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加强对犯罪行为的打击。

■ 编者按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见习记者 吕增霞 通

讯员 王子明) 13 日，

东营汽车总站与山东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合同，东营汽车总站成
为东营地区唯一从事航

空货物运输销售及卡车
航班货运业务的单位，东

营物流又添快速通道。

这项业务开通后，

东营汽车总站可受理国

内 57 个大中城市及大

阪、首尔、釜山 3 个国外

城市的航空货运业务。

货运距离最远至新疆喀

什，10 小时内即可到达，

东营特产——— 黄河口大

闸蟹可当天送达香港。

负责货运业务的侯

吉锋介绍，山东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选择东营作
为代理商，主要因为东

营诚信度高，信誉好。这

项业务的开通给广大市

民增添了新的货物发送

渠道，更方便快捷，对东

营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推

动作用。

据了解，东营汽车
总站直接受理山航航空
货运业务，实现了国际

货运业务陆空互补，辐

射站点覆盖全国 34 个省

市自治区，其中对乌鲁

木齐、广州、厦门等个别

城市可受理送货上门业
务。

家庭教育报告会昨启动
历时一个多月，将举办 60 余场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见习记者 朱德蒙 李

沙娜) 20 日，“关注孩

子成长”家庭教育巡回

报告会在东营市晨阳学
校正式启动，据悉，此次

家庭教育系列报告会计

划举办 60 多场，11 月末

结束。

2 0 日下午 2 点左
右，由东营市妇女联合

会、东营市教育局联合举
办，团中央《知心姐姐》杂

志心理健康教育巡回报

告团承办的“关注孩子成
长”家庭教育系列报告会

启动仪式在晨阳学校大

礼堂举办，县区教育局、

县区妇联分管领导、市直

学校的分管校长和晨阳
学校的 200 位家长代表

参加了启动仪式。

仪式之后，陈薇老

师就“关注孩子心灵健
康成长”作首场报告，从

“父母不知道怎么爱孩

子”出发，用真实事例从
5 个方面与家长交流如

何教好孩子，分别是“肯
定”，给孩子自信心和自
尊心；“自由”，让孩子
独立，有创造性；“情

感”，培养孩子的人格发

展，要有感动人的能力

和 善 良 的 品 质 ；“ 宽
容”，把生活的“氧气”

给孩子，学会仁爱；“梦

想”，不要无意间毁灭孩

子异想天开的事，给孩

子成长的动力。报告引
起与会家长的共鸣，有

一些家长还因陈薇老师
讲的真实故事而感动得

落泪，会后与陈老师一
起交流。

据了解，此次家庭教

育系列报告会计划举办
60 多场，将有 5 万余家

长参加，整个活动一直到
11 月末结束。

河口新农保参保率达95%

广饶也将列入试点县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见习记者 王参 通讯

员 高鹏) 20 日，记者
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获悉，河口区作为
东营市第一个新农保

试点区，截止到九月底

参保率达到了 95% 。今

年广饶县将列入新农

村试点县。

据悉，河口区的基础

养老金标准，由国家规定

的 55 元提高到 60 元。加

大了缴费补贴力度，对选
择较高缴费档次的，增加
5-10 元不等的缴费补贴。

另外，对缴费年限满 15

年的参保人，每多缴费一
年，增加基础养老金 1

元；重度残疾人由政府代

缴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

保险费。

今年前三季度，河口

区新农保参保人数近 5

万 人 ，参 保 率 达 到
95 . 7%，其中免缴费领取

待遇的一万余人。60 周

岁以上(含 60 周岁)老年

人每人每月 60 元的基础

养老金已连续发放 9 个

月，发放金额 611 . 34 万

元。参保率超出全省试点

县区平均 77%18 个百分

点，居试点县区前列。

据了解，今年全省将

再增加 1 0% 的试点县

区，广饶县被列入新农保

试点县。

黄河口大闸蟹当日到港
汽车总站携手山航开通航空货运

“公安”来电

“钓”去四万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见习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玉民) 17 日，胜利油田某

单位职工李女士被一个冒充北京市公安

民警的诈骗分子成功骗去现金 4 万元。

17 日中午，胜利油田某单位的职工

李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子打来的电

话，说李女士在北京市建设银行办理的银
行卡已欠费 5920 元，必须尽快还上。随

即，对方将电话转接到另一个电话上。一
名自称“王磊”的男子说他是北京市公安

民警，正在办理一起诈骗案，被抓获的犯

罪嫌疑人供述，曾将 237 万元赃款转存到

李女士的账户上，其中 23 万元是给李女

士的辛苦费。因案情需要，李女士必须将

家里的所有存款转存到他们指定的工行
账户上。

李女士为证明自己与此案无关，立刻
将 4 万元存入对方指定的账户中。10 月 18

日中午 12 点半左右，“王磊”又打来电话

说，经公安局领导研究决定，李女士如果

再交 4 万元就可办理取保候审，不予以逮

捕。手头没钱的李女士找到弟弟，准备借 4

万元钱汇过去。她弟弟听了事情经过后，

立刻觉得是个骗局，带着李女士一同来到

滨海公安局滨北分局刑侦大队报了案。

经民警初步调查，这是一起不法分子

合伙谎称公安机关民警办案实施电信诈

骗的典型案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骗术二

骗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