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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逃 19 年，还结了婚生了子
直到落网妻子才得知事情真相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通讯员 史为群

犯案后“人间蒸发”19 年

1987 年至 1992 年间，寒亭区
某村九人盗窃团伙，携带铁撬棍
等作案工具，先后窜至寒亭区 38

家企事业单位、24 个村庄的 40

户村民家中，盗窃作案 98 起，现
金、国库卷、粮票、自行车、彩电、
床单无所不偷，涉案总价值 7 万
元。当时的受害群众讲，那段时
间东西都不敢往外面放，就是放

在屋里锁起来，家里没人时也提
心吊胆。

1992 年 9 月，寒亭警方将其
中七人抓获归案，经法院判决，
分别给予七人死刑、无期、有期
徒刑的判决。于邦和于小卫不知
去向，省厅将两人列为省督逃犯
予以追捕。

2005 年，于小卫投案自首。
而 19 年过去了，于邦却始终没
有任何消息，如人间蒸发了一
样。

线索出现在 2000 公里外

最近，寒亭警方了解到于邦
曾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白云鸡
场”打工。2011 年 12 月 2 日，三
名追逃民警赶赴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4 日，当民警到了“白云鸡
场”，找到了唯一一名曾与于邦
一起干活的老工人时，却得知并
没有于邦的音讯。

警方根据背景资料查到，
1984 年于邦的父母离异后，父亲
于怀民定居在佳木斯市，并重建
了家庭。12 月 5 日，民警找到了
于怀民，围绕他展开了全面调
查。经调查，于邦似乎从没和父
亲有过联络，于怀民在佳木斯市
的家人朋友甚至不知道他在潍
坊还有儿子。

然而，三位民警发现于怀民

在东北结婚成家后一直没有子
女，但在其户口簿上却多出一个
6 岁小女孩于梦的信息，并与于
怀民的关系一栏上写着“外孙
女”，这个小女孩引起了三名民
警的怀疑。

女儿出生登记暴露案犯身份

6 日，办案民警调查了全佳
木斯市的计生、教育、防疫、独生
子女、幼儿园等部门单位，没有
找到关于于梦的任何档案。

这时，办案民警开始逐一排
查各医院的新生儿的纸质档案，
经过一天半的排查，终于在一家
医院的新生儿出生登记档案上，
看到了于梦的名字。

于梦的父母资料显示，母亲
姚立，今年 41 岁。父亲于桦栋，
1982 年生，今年 29 岁。两年龄的

悬殊加上同样姓于，办案民警认

为于桦栋的身份很可疑。

办案民警核查了佳木斯市

四个区的民政部门，发现并无

姚立的结婚登记记录。 8 日，

民警在民政局查到了姚立和于

桦栋的登记信息。经过照片比

对和电话记录等技术手段确

认，办案民警确认，于桦栋就

是于邦。

8 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

合下，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

区的一处出租房内，于邦终于被

抓获。

据了解，于邦 19 年前逃到

黑龙江，一直隐姓埋名，直到遇

见姚立，两人结婚，并育有一子

一女。直到于邦落网，姚立才知

道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潜逃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10 日，寒亭区追逃民警赶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将在

逃人员于邦抓捕归案。

至此，这名潜逃了 19 年的逃犯终于落网。藏在黑龙江

的日子里，于邦不仅结了婚，还育有一子一女。然而，直到

丈夫落网，妻子才得知尘封多年的事实真相。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张焜)10

日凌晨，潍城交警大队与城管部门联合
夜查大货车，虽然没有见到违法渣土
车，然而存在超载、不挂牌等违法行为
的大货车仍然不少。11 日，当晚被扣的
6 辆车中，已经有 5 辆接受了处理及整
改。

11 日下午 3 点，记者赶到安顺路与
胜利街路口附近的停车场，里面还有一
辆 10 日凌晨查获的违法大货车。查获
该车的潍城交警三中队民警告诉记者，
这辆车车斗后侧全部被土覆盖，当时检
查民警就发现上面根本没有喷漆放大
号，而车头处也没有车牌，于是将车辆
扣留。

据介绍，当天凌晨夜查时，总共有 6

辆大货车被扣。这些大货车都存在没有

反光贴、无喷漆放大号以及车牌号、严
重超载等情况，有些货车司机手中还没
有证件。警方扣留车辆后，车辆车主需
要携带相关证件接受检查及处罚，再将
车辆进行整改：卸掉超载货物、挂上号
牌、喷上放大号等。

停在停车场、还未接受处理的大货
车车斗中并没有货物，民警分析，这辆
车平时应该就是工地中运送沙石、泥土
的车辆，但被查时并没有拉货。

记者了解到，在整治渣土车行动开
展后，路面运输建筑垃圾的渣土车明显
减少，但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仍存在一
些违法行为。警方在联合市政、住建及
交通部门严查渣土车同时，也在开展严
查“三超一疲劳”的行动，各种违法行为
都将受到严惩。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赵松刚)8

日，市民李女士反映，她在一家餐厅就
餐，使用优惠券就不能索要发票，她认
为这不合理。工商部门介绍，餐厅制定
这样的条款，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利。

李女士说，她在凯德广场的一家餐
厅内就餐。餐后她将一张 10 元餐券拿
出来，并希望提供就餐发票。可服务员
说，如果用代金券，就不能要发票。在代
金券上，已经明确注明了这个规定。

李女士这才注意到，代金券上有这
么一段话：使用此券不得索要发票。最
终，李女士选择了使用代金券，放弃索
要发票。李女士说，餐厅搞优惠活动，是
为了吸引顾客，却提出了附加的限制条
件，明显是有问题的。

8 日下午，餐厅的服务员告诉记者，

他们的“抵现金 10 元券”上确实有这个
规定，已经在优惠券上向消费者明示，
并由消费者进行选择，两者只能选其
一。消费者使用了代金券，就等于接
受了不再索要发票的条件。

税务部门称，一些个体经营者缴
税方式为定额管理，虽然餐厅没有向消
费者提供发票，但是与逃避纳税并没有
直接的关系，如果市民存在质疑，可以
在现场向当地的税务部门投诉。

记者从工商部门得知，提供代金
券是商家的促销手段之一，让利多少
给消费者是商家自己的事，不能以此
为理由拒绝向消费者提供发票。消费
者可以向当地的工商或者消费部门反
映，要求商家提供发票，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

不少大车超载还不挂牌
10 日交警查扣 6 辆大货

用了优惠券就不给开发票
工商部门表示餐厅做法不合法

对于查获的违规货车，只有整改合格后才能放行。图为民警对没有放大号
的货车喷涂放大号。 孙国祥 摄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辉)11 日，记者从潍坊

市救助站了解到，气温骤降，受助人
员明显增多，最近每天受助人员在 10

人左右。
据潍坊市救助站救助科的工作人

员介绍，近几天来，每天受助人员有
10 人左右。

救助管理站近日接收的多半是老
年人，他们大多是外出购物时迷路，
热心市民报警后，被 110 民警护送到
市救助管理站来。

潍坊市救助管理站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救助管理站一入冬就做好了

防寒准备，为到站的每一位受助人员

购买了棉衣、棉鞋等冬季衣物，同时

还专门找人检测了供暖管道，维修了

供暖设备，现已实行 24 小时供暖。救

助管理站利用电话查找，公安户籍联

网查找，山东省救助 QQ 群和潍坊市

救助 QQ 群等多种方式为受助人员查

找家人。近几日，潍坊市救助管理站

已成功为 15 名受助人员找到家人。

气温骤降受助人员增多
救助站几天内为 15 人找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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