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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透透支支信信用用卡卡不不还还？？悠悠着着点点！！
菏泽牡丹区一男子信用卡透支近4万元不还，近日领刑五年六个月

本报菏泽1月5日讯 (记者

张继业 通讯员 李增强) “我

觉得倒卖电动车赚取差价的利润

太少，就打算先去偷电动车再转

手卖掉。”这位想走捷径发财的姜

某，半年多的时间在菏泽市牡丹

区、开发区多次作案，盗窃电动自

行车10辆，今年1月5日被开发区

警方执行逮捕。

据办案民警介绍，姜某系开

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居民，2001年

因抢劫罪被菏泽市牡丹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4年

因盗窃罪被菏泽市牡丹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去年5月份左右，在家闲来

无事的姜某做起了在网上买卖

电动车、赚取倒卖车子差价的生

意。在倒卖过程中，“我觉得倒卖

电动车赚取差价的利润太少，就

打 算 先 去 偷 电 动 车 再 转 手 卖

掉。”据姜某供述，其将偷来的电

动车全部卖给巨野的一名男子

和定陶的一名女子。其中分8次

卖给巨野男子9辆电动车，其中1

辆是倒卖的二手车、8辆盗窃的

电动车；分两次卖给定陶女子2

辆偷来的电动车。

关于销赃的途径，姜某交代，

他在网站上看到巨野一名男子求

购电动车的信息，便与之取得了

联系；定陶那名女子则是在集市

认识的。

嫌倒卖挣钱少

男子偷盗被抓

本报菏泽1月5日讯 (记者
崔如坤 ) 因做生意缺少资

金，菏泽市牡丹区一男子想到
开虚假收入证明，办信用卡套
现，透支近4万元后，又故意改
变联系方式躲避银行追还。殊
不知，这犯了信用卡诈骗罪，最
终领刑五年六个月，并被处罚
金50000元。

2010年，杨某因做棉花繁
育生意缺少资金，就想起办银
行信用卡透支，以获取资金。于
是，同年6月份他先找人帮着开
具了虚假的收入证明，然后利

用这份收入证明，分别以其本
人及朋友李某的名义，从菏泽
某银行办理信用卡两张，全部
由其持有并使用。

杨某办出信用卡后，先是
用两张卡刷了不到4万元，中
间及时还款两次，并将额度分
别提升至4万、3万，然后采取
套现的方式，用李某名下信用
卡透支本金29947元，用其本
人 名 下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39860 . 60元。

透支到期后，银行多次向
杨某催还款项，并通过律师向

其催还，杨某却因躲避还款，
并改变联系方式。无奈银行方
向警方报案，案发后李某家人
偿还了李某名下透支的本金
及利息44700元，而杨某一直
未归还其名下信用卡透支的
本息。2013年1月18日，杨某被
依法逮捕。

2013年9月6日，牡丹区检
察院指控杨某犯信用卡诈骗
罪，向牡丹区法院提起公诉。值
得一提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
代初，当时还未满十八周岁的
杨某，就因以帮人购买电视机、

自行车的名义，骗取他人现金
453元，虽然案发后归还，但因
诈骗行为被管制一年。

近日，牡丹区审结了该案。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恶
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
数额巨大，其行为己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杨某违法所得，责令
其退赔；鉴于杨某归案后认罪
态度较好，并自愿认罪，依法可
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最终，被告
人杨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50000元。

本报菏泽1月5日讯 (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邹爱武 )
1月3日，牡丹区沙土镇沙土

村的村民李森建从裕鲁学校校
长马胜民手中，接过了他丢失
1 . 5万元的存折和3 0 0余元现
金，并连声感谢学校培养了孙
伊冉这样的好学生。

原来，在1月1日傍晚，裕
鲁学校三年级学生孙伊冉放
学回家，在自家胡同里拾到
一个方形的塑料盒，打开一
看里面有两张存折和 3 0 0余
元现金。他连父母都没有告
诉，第二天去学校就交给了
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立即
交给了学校领导。学校考虑
到失主一定很着急，一面根
据存折上的姓名，到镇派出
所查找失主的信息，一面在
校门口的电子屏幕上打出招
领启事，并请求接送学生的
家长帮助打听失主。

经过多方寻找，当天晚上
终于找到了失主李森建。第二
天一早，李森建就来到了学校，
经确认后领回了丢失的钱物。
原来，钱是李森建的父亲不小
心丢失的。当村民到家里寻问
是否丢了存折时，家里人还不
知道存折已经丢了呢。

据孙伊冉的班主任张老
师说，伊冉同学不仅学习成
绩很好，还是个乐于助人的

好孩子，总是主动打扫卫生，
常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借给同
学用。学校专门召开表彰会，

授予孙伊冉“拾金不昧好学
生”称号，号召全校师生向他
学习。

三年级学生孙伊冉拾金不昧，捡到存折和现金还失主

这这边边钱钱送送来来了了，，失失主主还还不不知知丢丢钱钱

李森建从裕鲁学校校长马胜民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存折和钱。

本报巨野1月5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满
常学) 巨野一男子网上聊
天聊得正火热，父亲让其干
活时，该男子很恼火并将
其父亲踹在地上，竟将父
亲踹伤，不仅让别人看了
笑话，还致其父亲在医院
住了3天。

家住巨野县核桃园镇
的王海口(化名)，在公路边
开了一间车辆维修门市，由
于门市挨近公路，生意还算
不错。最近，王海口去邻居
玩时，看到邻居正与一网友
聊天，两个人聊的非常好，
于是，王海口自己也买了一
部电脑，通过向邻居请教，
学习一段时间，他也学会了
网上聊天，并痴迷与网络，
没有事情就在电脑上聊天。

近日，一辆摩托三轮车
到王海口的门市，需要进行
维修，而王海口只顾聊天，
其父亲王天 (化名 )叫了几
次，他就是不动身去修车，
仍然只顾着聊天。听见父亲
一直催促，正在兴头上的王
海口对父亲说“你先给修一
下”。但王天根本维修不了，
担心车主着急，王天等不及
了，便对着儿子嚷了几句。

父亲开始嚷嚷，王海
口心里很恼火，走到王天
的跟前，说了句“你笨死
吧”，还一脚将王天踹在地
上。看到这一情景，修车的
人急忙上前将王天扶起，便
匆匆离开。

王海口这一脚，竟将父
亲踹伤，导致其父亲在医院
住了3天。

本报东明1月5日讯(记者
张朋 通讯员 崔建伟

张琰 ) 儿子不听话赖床不
起，与母亲发生争吵，母亲气
极骂了句“死远点”，不料儿子
当真赌气出走，还一口气吃下
50片安眠药欲轻生，幸好被巡
逻的民警发现并及时送往医
院抢救，才挽回了生命。

1月2日凌晨1时许，东明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巡逻至
县黄河路时，发现一男子手捂
着肚子表情痛苦地蹲在路边，
遂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该
男子痛苦地说了句：“我吃了50

片安眠药。”民警闻言立即扶其
坐上警车火速赶往县人民医院
进行救治，并通过该男子的手
机将情况通知了其家人。

经询问得知，男子姓陈，今
年17岁，因两天前与母亲吵架外

出，产生了轻生的念头。1月1日，
陈某分多次在县城几家药店购
买了安眠药50片，就在民警遇到
陈某的半小时前，陈某一口气
喝下了50片安眠药。

在东明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民警见到了闻讯赶来的陈
某的家人。原来，陈某一家是
苏州人，几年前来到东明做生
意，因陈某自小是在其姑姑的
照看下长大，与母亲的关系一
直不融洽。两天前，因为陈某
赖床不起，两人发生了争吵，
母亲一时气极骂了句“死远
点”，不料陈某当真离家出走。
两天来，全家人一直在到处寻
找陈某，直到刚刚接到民警打
来的电话才知道陈某竟然要
轻生。经过抢救，陈庆转危为
安，其家人紧紧拉着民警的手
不停表达感谢。

儿子被父催干活生怨气

儿子踹伤老爸，住院3天

母亲催儿子起床起争执

少年离家出走，吞药轻生

本报巨野1月5日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王有方 王

佳 ) 日前，巨野县开发区一男

子醉酒后，深夜乘朋友轿车回家

途中，不慎该车与其他车辆碰

撞，正当其朋友与对方驾驶员商

谈事故理赔时，该男子突然“酒

兴大发”，将停靠在附近的120救

护车和出租车，“踩”出几个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有关规定，目前，嫌疑

人孙某某已被巨野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
2013年12月30日凌晨12时

许，巨野警方接到在一医院工作

的曹某某报警称，其停在金山路

中段路西一加油站加油的救护

车，无故被人“踩”了一个坑。接

到报警后，巨野县公安局西城派

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到达现

场时，嫌疑人已逃离现场，后经

多方查证，民警确认了嫌疑人的

具体身份，并将嫌疑人孙某某抓

获。

经审讯得知，当日，嫌疑人

孙某某与朋友一起聚餐，多喝

了几杯酒，后乘坐其同伴驾驶

的车回家路途中，不慎与其他

车辆发生擦碰，引发交通事故。

在其同伴下车与对方司机商谈

事故理赔过程中，嫌疑人孙某

某突然大发“酒疯”，下车就踹

停在附近的一辆 1 2 0急救车和

几辆出租车，几个车的车身都

被“踩”出个坑。

对此行为，嫌疑人孙某某供

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巨野县

公安局依法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

留处罚。

酒后发疯“踹车”

男子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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