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烟台C20 城事·警法
2012年9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王敏 美编/组版：夏坤

陪女网友逛几小时花了九百多
男大学生怀疑遭遇“桃色陷阱”报了警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记者 李
大鹏 通讯员 孙小俊 ) 由于信
用卡允许用户透支，因此，不少人在
使用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过透
支情况。个别人心存侥幸，觉得透支
点钱拖着不还没什么大不了。今年7

月份，男子蔡某就因侥幸心理被判
拘役三个月。

2008年，蔡某在某银行申领了
一张银行贷记卡，并于同年11月开
始持卡消费，期间，由于做生意赔了
不少钱，蔡某就想先消费，还款的事
情以后再慢慢想办法。但由于无力
偿还，蔡某一拖再拖，迟迟不到银行
还款。

从2009年7月起就出现了透支款
逾期不还现象，2010年，银行多次向
其电话和书面通知催收透支款，并
告知其不还款的严重后果，但是蔡
某于2010年12月最后还款200元后仍
有13599 . 63元透支本金及11620 . 54元
利息未还。2011年初，蔡某离开了海
阳，到济南打工，并更换了手机号
码，自此银行工作人员已无法与蔡
某联系，最后，银行不得不将蔡某告
上了法庭。

其实，蔡某在2012年初就返回
了海阳工作，但一直没有和银行联
系沟通欠款的事情。案发后，公诉机
关 控 告 蔡 某 犯 信 用 卡 诈 骗 罪 ，于
2012年7月向海阳法院提起公诉。海
阳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法庭上，蔡某对自己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海阳法院审理
认为，被告人蔡某恶意透支信用卡，
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应予以惩处。

鉴于被告人蔡某案发后认罪态
度较好，当庭自愿认罪，透支款额本
息已全部退还，可从轻处罚并适用
缓刑。依法判决被告人蔡某犯信用
卡诈骗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据了解，信用卡透支本金超过5

千元，逾期后经银行多次书面催缴
后，超过三个月不还款的，银行可以
以信用卡诈骗追究法律责任。

透支信用卡不还

被判拘役三个月

本报967066热线消息(通讯员
宁宁 晓燕 见习记者 于涛) 四
下无人，一个钱包就放在你的眼前，
里面的钱够自己几个月的工资，如果
你碰到了这种天上的馅饼，会不会动
心？莱山的一名保安吴某给出了他自
己的答案：不。

吴某是岚山镇某银行的保安。23

日下午4点左右，他在值班巡视时突
然在银行的门口发现了一个黑色的
钱包。吴某赶忙把钱包捡了起来，并
且马上向值班领导作了汇报，同时报
了警。

经民警现场清点，吴某捡到的钱
包内，除了失主的身份证、银行卡等
物件，还有3500多元的现金。银行调
取探头发现，这个钱包是一位60多岁
的人丢失的，从监控里可以看到，在
失主走出银行时，全然没有发现钱包
从身上滑落。通过查询身份证信息，
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失主。

“我回家一摸口袋，才发现钱包
不见了。”失主李先生说，当时以为丢
在路上难找了，没想到刚想出门去找
的时候，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据了解，吴某做保安的月工资只
有一千多元，钱包内的现金顶他几个
月的工资。见到吴某，李先生把500元
酬金硬塞到吴某手里，却被吴某再三
推辞，连称这是自己职责所在，酬金
不能收。

“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能找到
失主我就很开心了。”吴某笑着对李
先生和民警说。

热心保安拾金不昧

为逃20元罚款将民警拖出20米
男子曾多次驾电动三轮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并曾因此被罚款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
员 王海艇 陈峰 孙菁 记
者 于飞) 23日，招远街头发
生了让市民惊心的一幕，一辆
电动三轮车将民警拖出近 2 0

米。原来，该男子多次在机动车
道行驶，民警决定最男子进行
罚款，男子想趁机开溜结果造
成了惊心一幕。

23日傍晚，招远交警大队的
民警在温泉路上巡逻，发现一男
子骑电动三轮车在机动车道内
行驶，民警便通过喊话器进行提
醒。男子赶忙离开了机动车道。
可民警巡逻了一圈后，发现该三
轮车又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民警
快速上前将男子拦下，发现原来
又是苑某。

民警根据规定要想要罚款
20元，结果苑某趁民警转身之
际，发动三轮车企图倒车离开。
在倒退过程中，将民警拖出近
20米，三轮车也撞在了护栏上。
苑某因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
职务，被行政拘留7日。

据了解，苑某因为在机动
车道内行驶，被民警发现过多

次，并曾被罚款和进行谈话教
育。几个月前，当民警再次将苑
某带回交警大队后，苑某还写
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再也不会
占用机动车道了，可22日就发
生了这惊人的一幕。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要
以冷静的态度配合民警的查
纠，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交到这种朋友真让人心寒

被好心收留反偷走人家电脑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员

闫华 记者 苑菲菲) 好心
收留失业的朋友住在家里，可这
个朋友却以怨报德，拿着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失踪了。近日，海阳小
伙薛某遇到了这么一件郁闷的
事。

“我看他失业可怜，才让他到
我家住，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忘恩
负义的盗贼！”24日上午，在海阳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当被盗人薛
某从民警口中得知，盗窃其电脑

的人是他的朋友刘某时，非常气
愤。

原来，薛某在海阳一饺子馆
吃饭的时候认识了在饺子馆打工
的济宁人刘某。薛某觉得刘某人
挺老实的，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
朋友。

今年9月17日，刘某辞去了饺
子馆的工作。因生活一时没有着
落，薛某就仗义地让刘某到他家
里去暂住。

23日下午6点多，薛某下班回

家后，发现刘某不辞而别了，电话
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不仅如此，自己的一台宏基
笔记本电脑也不翼而飞了。感到
不对的薛某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电话。

海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警
后展开侦破工作，很快确定此前
住在薛某家中的其朋友刘某具有
重大作案嫌疑。民警经秘密查询，
于当晚在海阳金海螺商务宾馆，
将藏身于此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抓

获。
经连夜讯问，刘某对盗窃朋

友薛某电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同时交代他曾因盗抢被两次
判刑。

这次刑满获释后，他来到了
海阳城区内某饺子馆打工，认识
了薛某。

而薛某并不知道刘某有前
科，对刘某也没有任何戒备，没
想到竟然引贼入室，差点吃了
大亏。

网吧内“谋生”偷走万元财物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

员 段耀东 邓玲玲 记者
孙淑玉) 和父亲吵架后，小伙
徐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上网
花完身上最后10元钱，徐某在
网吧开始了“谋生”，先后偷了
10余次。24日，本以为没事的他
在宾馆睡觉时被民警抓获。

24日，瀛洲派出所接到市
民李某报案称，他的手机在网
吧内被偷。

“这也太快了吧，就眯了个
眼的功夫。”李某称他就趴着睡
了一会手机就不见了，他怀疑
作案的是同在网吧上网的网
友。民警调取网吧监控录像查
看，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引起
了民警的注意。

在李某睡觉期间，男子曾
悄悄靠近李某。通过询问前台
登记员民警得知，男子当晚曾
去上网，仅交了10元网费，却一

直待到早上7点多才走，且离开
时显得十分匆忙。

匆忙离去的男子会不会是
小偷？民警通过多方侦查，终于
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踪迹，24日
在一家宾馆内，民警将嫌疑男
子徐某抓获。

经查，男子姓徐。7月一天，
因家庭琐事与父亲闹矛盾后，
徐某离开了家。很快，徐某身上
就剩下了10元。在网吧上网时，

在徐某旁边桌上的一部iPhone4

手机让他起了贼心。
第这次顺利得手后，徐某

心里虽然恐慌，但觉得这种方
法来钱快还不费事就慢慢“着
了魔”。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徐
某共在芝罘区和莱山区作案10

起，偷得6部手机和4个钱包，涉
案价值高达10000元。

目前，徐某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
员 段耀东 邓玲玲 记者
孙淑玉 蒋慧晨 ) 美女大学
生主动加QQ聊天，同是大学
生的小伙徐某顿生好感。25日，
两人见了面。可让徐某没想到
的是，见面才几个小时，他就
花了 9 0 0多元。徐某怀疑遭遇

“桃色陷阱”，随后报了警。
25日，某高校学生徐某到

瀛洲大街派出所报警，称他遭
遇了“桃色陷阱”，被骗了900多
元钱。

据徐某介绍，他23日在宿
舍上网时，一个女网友小菲主

动加QQ与他聊天。聊天中，徐
某得知对方是烟台某高校大二
音 乐 系 的 学 生 。在 视 频 聊 天
时，徐某发现对方长相靓丽，
徐某顿生好感。

25日中午，两人相约见面
徐某见到了小菲，小菲和视频
里一样，披着直直的头发，目
光清澈，很有气质。正赶上午
饭时间，徐某想尽地主之谊请
小菲吃午饭。小菲提议去附近
一家餐厅，并很不客气地一下
子300多元的菜，徐某心里很不
是滋味。

随后，小菲提议去商场逛

逛，徐某刚想拒绝，小菲就突
然挽住了徐某的胳膊，像男女
朋 友 一 样 ，徐 某 心 里 美 滋 滋
的。在商场里小菲不停地试衣
服，每试一件就问徐某好不好
看。

徐某明白小菲的意思是想
让自己掏钱给她买，虽然不情
愿，但徐某还是狠了狠心，在
小菲试到第7件衣服的时候，准
备很绅士地去付钱。收银员一
报价徐某就愣住了——— 599元，
比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小
菲一直在旁边看着，收银员也
在 问 他 要 不 要 付 款 。为 了 面

子，徐某还是狠下心来刷银行
卡付了款。

刚走出服装店，小菲又提
议去看鞋。徐某思来想去，觉
得自已与小菲才认识两天多，
见面短短的几个小时间就花掉
了900多元，他怀疑自己遇到了

“桃色陷阱”，于是趁小菲试鞋
之机报了警。

面对民警的询问，小菲一
直强调是徐某自愿给她买东西
的。最后，在民警的调解下，小
菲拿出400元钱还给徐某作为
补 偿 ，随 后 双 方 各 自 回 了 学
校。

26日上午10点，蓬莱消防
大队96119接到一关于农贸市
场的举报电话。消防大队现
场检查发现，该农贸市场存
在严重的消防漏洞，消防栓
内根本没水。大队执法人员
对负责人现场批评教育后，
当即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
书》，要求市场负责人对存在
的火灾隐患立即改正。

通讯员 张圣伟 记者
苑菲菲 摄影报道

清清查查隐隐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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