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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街街头头““捡捡钱钱平平分分””，，信信不不得得
骗钱老把戏街头重演，单县一市民轻信被骗3000元

本报单县1月7日讯 (记
者 邢孟 通讯员 于海
梅 ) 因为父亲留下的20万
元遗产，单县朱集镇的两兄
弟多次起争执，差点反目成
仇。经过单县公安局朱集派
出所及村委会多次上门劝
解，6日，这场遗产分割风波
终于得以平息。

6日15时许，单县朱集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该镇俩老
汉因父亲遗产分割问题发生
矛盾分歧，双方还发生撕扯。民
警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后经
民警了解，原来发生矛盾的两
位老汉一位年过六旬，一位年
过七旬，这老哥俩的父亲是一
名老红军，因病于2013年12月
份去世，老人去世后留下了政
府发放的补偿款约有20多万
元，因为这笔钱的分割问题引
发了老哥俩的矛盾。

民警在村里走访得知，
哥俩中老大唯一的儿子是抱
养的，因此老二认为如果哥
哥得到了父亲的遗产。那么
哥哥死后遗产就给了抱养来
的儿子，也就等于给了外人，
思想上接受不了。因此在分
割父亲遗产时，老二认为自
己应得到大部分遗产，而哥
哥应得到一小部分遗产，对
此老大坚决不同意，双方因
此发生矛盾。

6日下午3时许，双方再
次因为遗产问题发生争执，
继而进行撕扯。

在了解情况后，民警积
极与当地村委支书联系，从
法律和人情结合的角度对老
二进行说服教育。经过2个多
小时耐心细致的工作，当晚，
弟弟最终同意和哥哥平均分
割父亲的遗产，双方矛盾就
此化解。

因20万元遗产

兄弟俩险闹掰

本报单县1月7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于海梅 ) “捡
到的钱咱们平分了吧！”遇到此
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会不会
心动？心动你就上当了！这种

“丢钱-捡钱-分钱”的街头骗钱
老把戏已经屡见不鲜。6日，家
住单县的赵女士没能抵挡住骗
子 的 花 言 巧 语 ，最 终 被 骗 走
3000元。

6日6时许，家住单县的赵女
士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好友，当她

正要走出医院大门时，前面一男
子上衣口袋突然滑落一个黑色
袋子。这时，一名40岁左右的男
子从赵女士身后窜出，迅速赶上
前捡起袋子打开，赵女士看到袋
子里装了一沓红色百元面值的
钞票。随后，该男子悄声对赵女
士说：“这里起码有1万元，咱俩
把这钱分了吧。”赵女士抵不住
诱惑，同意分钱。随后，男子用随
身带的报纸裹住钱递给赵女士，
两人商量走到附近隐蔽的地方

分钱。
两人走到隐蔽处后，这名男

子告诉赵女士，自己着急用钱，
而刚才见到的黑袋子里至少有1
万元钱，为节省时间，只要赵女
士给他5000元钱，剩下的钱就归
赵女士所有。说话间，这名男子
还故意状似“无意”般又露出了
报纸里的一沓钱。

正当赵女士犹豫不决时，
该男子又催促赵女士，不要犹
豫，否则丢钱的人报警，这些钱

就分不成了。在这名男子的花
言巧语下，赵女士不禁有些心
动，“当时像鬼迷心窍了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方说什么
就去干什么。”最终，赵女士从
银行取出了卡内仅有的3000元
交给了该男子。

随后，该男子接过钱后也没
数，便将裹着钱的报纸往赵女士
手里一塞，迅速没了踪影。待男
子离去后，赵女士想数数共有多
少钱时，打开一看却傻了眼，原

来报纸里装的竟然是一沓冥币，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赵女士急忙
报了警。

“无论掉钱、捡钱或是分钱，
都是不法分子的骗人伎俩，不论
骗子骗术再高，只要不搭理、不
存贪念，就不会上当受骗。”单县
公安局北关派出所民警提醒广
大市民，一旦发现受骗应及时报
警，并尽可能记清骗子的体貌特
征及作案工具如车辆、车牌等，
方便警方尽早破案。

逸逸仙仙体体检检开开业业八八周周年年志志庆庆————真真情情回回报报社社会会 再再推推优优惠惠活活动动
逸仙体检自2005年

12月成立以来，以其知

名的专家团队、精良的

硬件设施、先进的服务

理念、低廉的收费价格

奉献社会，赢得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厚爱。尤其

近年来与山大齐鲁医院

医学检验中心开展了广

泛合作，使本地客户不

出菏泽即可享受省级专

家服务。值此新春来临

之际，为庆贺逸仙体检

开业八周年，特推出各

种优惠套餐供客户选

用。

A类
规定价 291元/人
特惠价 120元/人

科室检查 内科、五官科

实验室检查
肝功能ALT、乙肝五项、血糖、血脂2项、
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

仪器检查 心电图、胸透、腹部彩色B超(肝、胆、脾、胰、肾)

B类
规定价

男 381元/人
女 421元/人

特惠价 160元/人

科室检查 内科、妇科、五官科

实验室检查
肝功能ALT、乙肝五项、血糖、血脂4项、
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

仪器检查
心电图、胸透、腹部彩超、前列腺彩超、
妇科彩超

C类
规定价

男 516元/人
女 556元/人

特惠价 200元/人

实验室检查
(B类加查)

肝功能11项

仪器检查
(B类加查)

甲状腺彩超

D类
规定价

男 676元/人
女 716元/人

特惠价 260元/人

仪器检查
(C类加查)

经颅多普勒 骨密度检测

二、单项检查

1、彩超检查：腹部彩超(肝、胆、脾)、妇科彩超(子宫附件)、乳
腺彩超、甲状腺彩超，原价80元，优惠价50元。
2、X光透视：胸透(心、肺、膈)，原价15元，优惠价10元；电视胃
肠(食管、胃、十二指肠)，原价80元，优惠价60元。
3、红外线乳透：原价40元，优惠价20元。
4、经颅多普勒：原价100元，优惠价50元。
以上活动自2014年1月8日开始，截止到2014年2月底结束。

体检时间：上午7：50-11：30(周六、周日不休)
三、本中心各科室均由市立医院知名退休专家担纲主检，确
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实验室检验已与山大齐鲁医院医学检
验中心全面合作，能进行多种高精尖特检项目的检查，价格
优惠，方便快捷，拟去济南的客户请来中心面洽。活动期间实
行全程导检、免费早餐、专家咨询、平价售药、受理医保刷卡。
详情请登录菏泽健康网、菏泽大众网及菏泽逸仙体检网垂询
指导。
中心地址：菏泽市长江路69号(铁路小区西临)13路、26路公交
直达(长江路铁路小区站点)
服务热线：0530-5311555、6262222 传真：0530-5627188

本报郓城1月7日讯(记者 邢
孟 通讯员 郭文飞) 成武一男
子为筹措生意资金，将房子卖与
老乡后，竟又多次将已卖掉的房
子转卖给他人，共诈骗资金88万
元，后被成武警方网上通缉。近
日，该男子在潜逃至郓城时被郓
城警方抓获。4日，犯罪嫌疑人赵
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呈请逮捕。

2013年12月28日，郓城县公
安局城郊派出所民警在辖区进
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在某宾馆入
住的赵姓男子登记信息与成武

警方网上通缉的嫌疑人信息非
常吻合。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民
警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询问调
查。通过民警的进一步调查发
现，该男子果然就是成武警方在
网上通缉涉嫌诈骗的的犯罪嫌
疑人赵某。在承认了犯罪事实
后，民警将赵某交与成武警方带
回进一步审理。

据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7月
28日，家住成武的赵某以筹钱做
生意为由，与老乡钱某签订房屋
买卖协议，将两套房产以60万元

的价格转给了钱某。事后，钱某多
次想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均被赵
某以多种理由一推再推。在钱某
发现赵某的家人一直未从所买房
屋中搬离，且与赵某失去联系后，
方意识到上当受骗并报案。

后经警方的调查发现，原来
早在2013年2月份，赵某已将房
屋A以12万元的价格抵押给了孙
某，半年后，迫于因生意失败而
导致的债主讨债压力，赵某选择
了铤而走险。他如法炮制，又在
2013年7月份和8月份将房产重

复出售，分别以60万元、16万元
的价格与钱某、李某签订了房屋
AB、A的买卖合同。

也就是说，赵某为了套现还
债，多次将自己的两套房屋“一
房多卖”，重复出售，共诈骗金额
达88万元，而其所得钱款均被赵
某用于了偿还债务。后来，赵某
自知其行为违法，后为躲避法律
惩罚事发后潜逃，没想到法网恢
恢，最终被郓城警方抓获归案。

4日，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呈请逮捕。

一一房房多多卖卖敛敛财财，，难难逃逃法法网网恢恢恢恢
成武一男子一房多卖诈骗88万元，被依法呈请逮捕

“感谢这位好心的老大
爷。”7日，曹县大学生小徐从
民警手中接过自己失而复得
的钱包时，十分激动。原来6

日晚，小徐在曹县曹城镇一
家饭店吃饭时不慎将自己的
钱包遗失，没想到她的钱包
被一位拉车的老大爷捡到。

为了找到失主，这位老
大爷将钱包交到了曹县公安
局曹城派出所，后在派出所
民警的帮助下，将钱包物归
原主，而这位好心的老大爷
将钱包上交后，没有留下自
己的姓名便离开了。

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
员 孙秀坤 董西德 摄影
报道

“谢谢你

好心的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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