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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警法

““硕硕士士男男””冒冒充充高高官官，，先先后后骗骗了了5500万万
骗“亲人”不留情，连结婚证都是假的，“丈母娘”也中了圈套

本报 8月 1 3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刘俊岭 ) 29岁的日
照籍男子杨某苦于没有工作，就打
起了歪主意，盯上了附近工地的钢
管卡子。没想到刚得手准备去卖
掉，杨某就被巡逻民警抓个正着。
目前杨某已经被治安拘留。

2013年8月10日凌晨2点多，莱
山公安分局滨海派出所民警在巡
逻时发现一个男子形迹可疑。三更
半夜一个人在外乱逛，旁边还堆着
一大堆钢管卡子。经调查了解发
现，这些钢管卡子都是29岁的杨某
偷来的。

说起盗窃原因，杨某有些后悔。
杨某介绍说，他2008年大学毕业后在
青岛当了两年的中学老师。之后来到
烟台在一家保险公司干了一年多，从
2012年5月起就一直无业，8月7日，路
过绿色家园附近的建筑工地时，杨某
就起了偷窃的念头。

以前当过老师
如今出门行窃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于飞 )

从来没有去过济宁梁山，怎么
自己的车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
故呢，因为驾驶员逃逸了，自己居
然成了被告，家住烟台的董女士真
是觉得很冤枉，她怀疑都是套牌车
惹的祸，可是要结束她的麻烦，还
需要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

最近，市民董女士频繁接到电
话，对方称有意买她的车，可是董
女士根本没有卖车的念头，这是怎
么回事呢？回想起8月9日，董女士
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梁山县人民法
院的电话，告诉董女士，她的车去
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驾驶
员逃逸，所以她的车进入了拍卖程
序。此时，董女士才意识到了事情
的严重性。

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梁山县
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正在拍卖的车辆与网
上查询到的董女士车辆，两辆车车
型、车号、车辆识别代码都一样，这
说明其中有一辆车是“克隆车”，但
究竟哪辆车是真，哪辆车是假，法
院无从考证，董女士如果有案件有
异议，可以向公安部门报案，让公
安部门调查举证。

莫名收到传票
车被“克隆”了

本报 8月 1 3日讯 (通讯员 杨
帆 宁宁 志红 记者 苑菲菲 )

为图安逸的生活，竟然靠欺骗别
人的感情来获取利益。近日，莱州
市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根据信息
通过定点搜查，将一靠欺骗感情又
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8月 1 2日晚 1 0点多，巡警大队
接 1 1 0指令称，在千佛阁门前有小
偷出现。民警在旅馆负责人的指引
下将嫌疑人抓获。

后经过审问，嫌疑人王某承认
了他在驿道镇沙现村及永安街道
西北郊头附近盗窃吕某及其母亲
钱物总计一万余元的事实。原来犯
罪嫌疑人王某与报警人吕某曾经
系恋爱关系，王某能说会道，深深
打动了已独身多年的吕某。为了维
系这份感情，吕某花费不少心血，
王某的衣食住行各种花费她都包
了，可吕某的一番付出不曾想竟是
王某的一个巨大阴谋。王某交代从
一开始就是为了吕某的钱，知道她
有积蓄，用花言巧语打动了吕某，
从吕某身上捞到了不少的好处。

骗了人家感情
还要偷人东西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辛霞

“不怕骗子，就怕骗子有文化。”这句话用在邹某身上再合适不过。拥有硕士学位的邹某，凭借着他虚构出来
的高官身份，以为人办房产证、调动工作为由，前后骗了5人，到手50多万元。

近日，邹某因涉嫌诈骗被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2年12月2日，魏某与哥哥
报案称，在芝罘区某公寓内发现了
骗他们钱的男子。

据魏某反映，男子邹某曾用虚
假身份，多次骗取他们钱财。开修
理厂的魏某，认识了来厂里修车的
邹某，邹某自称是潍坊某市的高
官，资产上千万，来烟台是交流学
习的，以后还要调到青岛当官。邹
某还主动提出为魏某的妻子介绍
一份稳定工作。于是魏某就按照他
的指示准备材料，先后5次给了邹
某14万多。

此后，魏某一等再等，却迟迟没
有结果，察觉此事有蹊跷，怀疑自己
落入骗局，魏某便开始到处寻找邹
某。工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12月2

日，魏某和哥哥终于在邹某的住处
堵住了邹某，并马上报了警。

邹某向警方交代，其身份是虚
构的，号称有千万资产也是编的。

假借介绍工作

“高官”骗了14万
骗别人也就算了，邹某

连自己身边的人也不放过，
邹某的“妻子”王某、“丈母
娘”刘某都未能幸免。

邹某的“妻子”王某，一
直以为她与邹某已经办理了
结婚证，证件被寄到邹某父
母家。这些其实都是邹某为

了稳住女友编造的谎言。邹
某被抓后，王某如梦初醒。

王某的母亲刘某，也是
受害者之一。邹某经常请他
们吃饭，花钱大手大脚，编造
着各式各样的谎言。邹某说
要为老丈人和丈母娘买套房
子，已经付了全款，但是办理

房产证，需要用点钱。刘某觉
得，房子都给买了，办证的钱
得出，就给了邹某39000元。

之后邹某又假借出“车
祸”开口借钱，刘某再次拿给
他5万元。

前前后后，邹某共向“丈
母娘”索要了8 . 9万元。

结婚证是假的，坑完“妻子”坑“丈母娘”

一一口口气气偷偷了了八八人人，，洗洗漱漱用用品品也也要要
大胆蟊贼夜晚行窃，被乘警人赃俱获逮个正着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
大鹏 通讯员 鞠筱瑜 周
正) 8月8日，渤海翡珠轮乘警
队在烟台至大连航线成功破
获一起船舶客舱内拎包盗窃
案件，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李
某，查获盗窃的现金、行李箱、
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手机、
银行卡等赃款赃物，当晚李某
共盗取8名乘客价值人民币两
万余元的财务。

当日早晨5点左右，渤海翡
珠轮值班乘警接到一名三等
舱的旅客报案称，自己放在房
间的行李不翼而飞。乘警长要
求乘警一方面对失主和周围
人进行详细询问，注意发现可
疑人员；另一方面迅速调取该
区域当晚的监控录像，锁定犯
罪嫌疑人。锁定嫌疑目标后，
乘警便依照外貌特征开始全
船搜查，将该男子擒获。

在值班室内，盗窃嫌疑人
李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8

月8日凌晨2点李某从散座舱下
楼，在洗漱间外三等B舱走廊溜
达。在B舱一百七十多号处，他

发现一个客舱的门开了,中间隔
板上有一个放洗漱用品的白色
塑料袋，想到自己还没有洗漱
用品，李某就顺手拿了出来，放
到三等B145-152号房间的床边。
接着他看对面房间的门也没有
关严，在屋里也有一个白色塑

料洗漱筐，里面除了洗漱用品
还有一把车钥匙，李某顺手就
拿走了。李某胆子逐渐大了起
来，接着又来到三等B218-224房
间拿走两个包，一个灰色手提
行李包、一个电脑包、一个黑红
色的双肩背包。做完这些后，他

走到旁边的洗漱室，准备洗洗
脸，发现一对夫妇也在洗漱，李
某趁机偷走了该夫妇的洗漱
包。正当准备休息一下把放到
三等B145-152房间行李中值钱
的物品翻找出来带走时，李某
被翡珠轮乘警抓获。

2244位位员员工工拿拿到到了了十十万万多多元元工工资资
英派斯“跑路”老板昨天将拖欠的工资交付职工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任泽英 刘国
军 ) 今年4月份，本报曾报道
原烟台英派斯健身俱乐部九隆
馆因欠职工薪水被芝罘区法院
依法查封的消息。8月13日，双
方在芝罘区法院达成了执行和
解协议，24名职工拿到了拖欠
的十万多元工资。

2012年11月，原烟台英派
斯健身俱乐部九隆馆因故停
业，老板“跑路”，拖欠了24名职
工两个月工资。2013年3月21

日，芝罘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
决英派斯支付员工工资，但该
公司未履行法律义务。4月25

日，芝罘区法院依法裁定，查封
被执行人财产。

案件经芝罘区劳动仲裁委
员会裁决，原烟台英派斯健身
俱乐部支付王某等24名职工工
资和生活费等共计145070 . 94

元，其中拖欠最多职工工资是
11000多元，最少的1500余元。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如果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义务，法

院将依法启动拍卖程序，将查
封的财产评估拍卖，所得财产
优先支付24名职工工资。

“由于该案是涉及拖欠职
工工资的民生案件，社会影响
较大，院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办
案人员一定要穷尽一切执行手
段，千方百计维护职工合法利
益。”芝罘区人民法院执行四厅
执行员夏海军说。

夏海军一面依法启动拍卖
程序，一面继续与被执行人联
系，迫于各方压力，8月8日，原烟

台英派斯健身俱乐部老板现身。
考虑到企业濒临破产境

地，双方当事人互相做出了让
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由健
身俱乐部支付部分健身器材和
现金，折抵拖欠职工总工资标
额的70%，共计101549 . 65元。

8月13日，在执行四庭副庭
长刘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到
法院履行了相关法律手续，原
烟台英派斯健身俱乐部已将案
款及折抵的健身器材全部交付
给了职工。

钱被挥霍一空，换了十几辆二手车

邹某，男，1964年7月3日
出生，汉族，硕士文化，无业，
山东省济南人。经审查，2010

年7月至2012年11月，邹某采
用虚假身份，以给别人调动
工作、找工作、当兵、办理房
产证等为理由，多次骗取魏
某、刘某等5人，共50多万余
元。

这么多钱去了何处呢？
邹某说，他给女朋友王某买
项链、手镯、玉牌等物花了3

万元，给王某的孩子交学费
也花了不少钱，还给了王某
六七万生活费。此外，两年间
邹某共给王某换了十几辆二
手车，其余的钱，都用作自己
日常开销了。

近日，邹某因涉嫌诈骗
被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检察官称，有较高文化
水平的邹某，正是利用了人
们渴求好工作的心理设计骗
局。检察官还提醒市民，找工
作、调动工作等事，要走正当
途径，以免上当受骗。

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警方抓获。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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