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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9今日济南

多填个“0”，两万元成他人“馅饼”
网上还款出差错，对方借口转账人“洗黑钱”拒绝退钱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刘帅) 近日，市民
曲先生通过网上银行转账
还银行钱时，只因账号多
填一个“0”，两万元钱成他
人“馅饼”。更让曲先生恼
火的是，“捡馅饼”的人竟
以曲先生“洗黑钱”为由拒
绝还钱。

“我当时办的是中信银
行信用卡，可以透支消费的
那种。”12月7日，到了结账
日，曲先生便让妻子通过网上
银行转账还款。“随后，我就把
账号通过短信发给了妻子。”

12月7日下午，曲先生的
妻子转了三次账，“从不同银
行卡转到同一账户，第一次
转81元，第二次转9866元，第
三次转 1 0 0 5 0 元，共转了
19997元。”

8日上午，曲先生为了安
全起见，拨打中信银行95558
热线核实还款状况，却被告
知“银行并未收到汇款”。

事后曲先生才得知，自
己通过短信发银行账号时，
不小心多发了一个“0”给妻
子，“就阴差阳错地把钱转给
了别人。”

曲先生告诉记者，妻子
在网上转账时用的是信付通
支付平台，“不像我们平时在
ATM机转账时能显示对方
用户名，当时她看账号没错，
就把钱转过去了，后来一问
银行才知道填账号时多写了
一个‘0’。”

随后，曲先生通过中信
银行联系到“捡馅饼”的女户
主，“8日上午我打电话询问，
接电话的是名女户主，说自
己很忙，让我晚上再打。”

晚上曲先生打过去后，
却是一位男士接听电话，他

对曲先生说道：“我们少了钱
找谁要啊？你们在洗黑钱
吧？”

“我说可以找银行核实
一下，可他仍然拒绝配合。”
之后，曲先生和中信银行客
服也多次联系这位户主，但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无奈之
下，曲先生报了警。

11日，记者根据曲先生
提供的信息拨打了女户主的
电话，手机显示为四川泸州
用户，可还是无人应答。

据了解，目前警方已介
入此案调查。

小区深夜

冒出飞车贼

12月8日晚11时许，暂住
棋盘小区的王萍(化名)路过
佛山苑时，想去附近一家超
市买点水果。

正走着，伴随着一阵摩
托车的马达声，一名身穿红
色面包服的男子出现在她的
视野中。

骑摩托的那名男子借着
与她擦肩而过的机会，左手
一抬，将其左肩上的挎包一
把拎走。

“有人抢劫！”等被带倒
的王萍想起身追时，那名男
子早已消失在街巷里。

王萍挎包内现金不过二
百元，而案发地距离司里街
派出所仅千米之遥。

派出所监控

捕捉贼影

11月23日深夜，一名女
青年独自回家，也遭遇飞车
抢夺，随身挎包被抢走。接到
报警后，历下公安司里街派
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尽管那辆摩托车没有车
牌，那名女青年和王萍都无
法看清抢夺者的真面目，但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却被司
里街派出所门前的监控录像
拍了个正着。

12月9日下午，记者在司
里街派出所看到一段监控录
像，一名男子骑摩托车由北
向南飞快地经过派出所门
口。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但能看出那名男子身穿红色
面包服，平头，三十岁左右。

“11月23日晚那起飞车
抢夺，就发生在派出所北侧
胡同里。”司里街派出所的民
警介绍，抢夺者得手后慌不
择路，竟然顺着胡同向南从
派出所门前通过。

而录像中的那名骑摩托
车的男子，经王萍辨认正是
12月8日深夜飞车抢夺她挎
包的人。

“两次作案，嫌犯虽得
手，但收获不多。”司里街派
出所的民警推测，“他很有可
能还会回来”。

飞车贼盖房缺钱

选择抢夺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12
月9日凌晨1时许，佛山苑附
近，一名骑摩托车、身穿红色
面包服的男子被民警盯上。

“衣服、摩托车样式都与
监控十分相似。”民警追出百
米后，将那名男子堵在了小
区的一处小胡同内。

原来，这名男子任某，今
年31岁，一直在家务农。因老房
翻新，囊中羞涩的他就动了歪
念。选择飞车抢夺，是因为任某

“不会偷，而干这个也不用学”。
之所以在棋盘小区内“干活”，
任某觉得这是个开放式小区，
胡同街巷多，便于逃脱。

正如民警所料，因两次
抢劫收获甚微，任某又继续
在棋盘小区内转悠、伺机作
案，没想到却被民警抓了个
正着。

对于自己逃跑时正巧被
派出所门口的监控录下一
事，任某说，当时自己光想着
逃跑了，根本没看到路边的
警车，更别说看见派出所门
口在那里了。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胡迎安 孙微 ) 最初
出于好意帮助了一位等车
的女孩，但半夜又起歹心，
将其强奸。作案两天后，涉
嫌强奸的临淄某物资公司
司机孟某被章丘警方抓
获。

12月4日晚7时许，19
岁的女子小兰(化名)到章
丘市公安局刁镇派出所报
警 ，称3日晚她在刁镇路
边等车的过程中，被两名
男子骗至刁镇某旅馆住
宿，被其中一人强奸。

刁镇派出所立即会同
刑警大队民警立即赶到该
旅馆。经查，当晚房间的住
宿登记人为河南息县籍
34岁的男子董某。小兰称
该男子即为对她实施强奸
的男子。

12月5日晚8时许，民
警获取董某正在淄博市张
店区某宾馆住宿的线索。

民警们冒着大雾连夜赶往
淄博张店。在张店警方的

积极配合下，将董某抓获，
连夜带回章丘。

经辨认，受害人小兰
称董某不是嫌疑人。而董
某提供了当时一块住宿
的同事为菏泽曹县籍孟
某 ，现在淄博市临淄区
某物流公司当货车司机
的信息。

“孟某具有作案嫌
疑。”12月6日中午，民警
果断决定带上董某到临
淄区抓捕孟某 。当日下
午5时许 ，民警在临淄警
方配合下 ，在某物流公
司将准备去外地送货的孟
某抓获。

据孟某交代，12月3
日晚，他与同事董某从该
物流公司到章丘送货后，
由于大雾滞留在刁镇。两
人在寻找旅馆住宿时，碰
到了在路边等车的小兰，
而当时已经没有开往辛寨
的车。孟某就让小兰和他
们一块到旅馆去住。结果，
孟某半夜睡醒后起了歹
心，强奸了小兰。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通讯员 闫鹏 记者
董钊) 12月10日，一名7
年前肇事潜逃的女子终于
被市中交警抓获归案。嫌
疑人感慨：“我知道这一天
早晚会来的。”

2004年5月9日，36岁
的薛某驾驶电动车在杆石
桥路口由北向西右转弯
时，将在人行横道上由北
向南步行的91岁的杨老
太挂倒，杨老太受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后薛某潜逃。

案件发生后，市中交
警大队交通肇事处理中队
成立了专案组，并迅速追
捕犯罪嫌疑人薛某。七年
来，专案组多次到微山其家
中抓捕、给家属做工作，但
一直没能将其抓获归案。

起初家人均称，多年
来薛某一直未与家里联
系。民警多次找到她的家
人做工作，发现薛某和家

人有联系，且就在微山周
边。

民警先后奔赴滕州、

枣庄、微山、济宁等地，历
时1 5天 ，驱车近 2 0 0 0公
里 ，走访 、查找 ，分析了
解薛某的生存手段 ，充
分利用技术手段 ，终于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薛某
的藏身之处——— 济宁。

专案组民警在与济宁
公安配合下，12月10日发
现了薛某的藏身之地。但
是薛某已经潜逃 7 年之
久，面貌特征变化较大，民
警只能靠7年前的照片进
行辨认和比对，并巧妙地
获取了嫌疑人的影像资料
和文字资料，经辨认分析，
最终确认这名嫌疑人就是
薛某。

12月10日下午，民警
成功将薛某抓获，薛某低
下了头，“我知道这一天早
晚会来的。”

半夜起歹心

强奸同行女孩

挂倒老太

七年之后被抓

深夜，小区冒出飞车贼
前两次作案都被监控抓拍，“飞车贼”又欲出手被捉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因无钱翻新老房又
“不会偷”的任某学着
干 起 了 飞 车 抢 夺 的 勾
当。可没想到，他的举
动却被派出所门口的监
控录下。12月11日，涉
嫌飞车抢夺的任某被历
下公安司里街派出所刑
事拘留。

任某逃跑时被派出
所 门 前 的 监 控 拍 了 个 正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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