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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会

本报菏泽6月3日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李增强 ) 菏
泽一男子逛商场相中一件T恤，
见柜台销售员不在，偷偷将T恤
占为己有，事后被商场安保人员
发现。目前，该男子被开发区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
500元的治安处罚。

5月30日14时许，高某在中华
路某百货商场三楼某品牌服装专
柜，趁柜台销售员不在，盗窃该专
柜长袖T恤一件，售价699元。商
场工作人员发现被盗后将高某拦
下并报警，民警将高某传唤至派
出所调查。

据商场安保负责人马先生介
绍，30日15时左右，商场三楼员工
发现一男子在某品牌服装专柜趁
柜台销售员不在盗窃一件长袖T

恤，遂追到一楼，找到被工作人员
拦下的高某，高某说自己手中的
衣服是妻子在步行街购买的，不
承认盗窃了专柜的衣服，随后马
先生报了警。

经警方查证，高某为单县人，
在菏泽某建筑工地打工，因手头
比较紧，又没有换季的新衣服穿，
就想去偷件衣服穿。他在商场三
楼西北角的一服装专卖店看中了
一件蓝绿相间的长袖上衣，见该
专柜无人看管就将衣服偷走了。

目前，违法嫌疑人高某对其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被开发区警
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
款500元的治安处罚。

逛商场偷T恤

获行拘10日

本报单县6月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朱国兴)

为了帮父亲和朋友筹集生意
流动资金，单县一男子居然在
18个月的时间里累计挪用公
款近140万元。案发后，该男子
外逃。近日，其父亲将其挪用
的全部款项归还。3日，该男子
到单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据民警介绍，今年28岁的
朱某自2008年起在单县某医
院担任住院处收款员至今。
2012年10月份的一天，朱某的
父亲因做生意急需使用大量
周转资金，便与儿子商量能否
帮忙从其朋友和同学手中借
70万元现金。面对父亲如此巨
额的借款，朱某将目光瞄向了
自己的单位。

朱某称，当时他所在的医
院住院部收银窗口每月收取
三四百万元的住院费，而其所
在医院的财务处都是每月月
初才与其所在的住院处对账
上月收取的住院费。于是，朱
某便用给医院财务处打了欠
条的方式挪用现金。

“这样我在收款时留着我

收取的一部分住院费没有上
交，而在我下月收取后我再归
还给医院财务处，我留用的我
打欠条，这样我收着、还着，一
直倒腾着。少的时候我一月留
七八万，多的时候一月留二十
万。”后据朱某交代，就这样，
他分别将70万元和60万元两
笔款项交予父亲做生意的周
转资金使用。另外，朱某还用
此类方法挪用了他经手收款
的住院费十余万元借给了自
己的同学、朋友。

2014年4月2日，该医院财
务处审查住院处收款员个人
经手收取的住院费时，查出朱
某 经 手 收 取 的 住 院 费 有
1376480元没有上交给单位。
该医院询问朱某情况后，到单
县公安局报案。得知医院负责
人到单县公安局报案后，朱某
仓惶外逃。

案发后，朱某的父亲将朱
某挪用的1376480元钱全部归
还给该医院，6月3日，潜逃多
日的朱某返回单县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目前被取保候
审。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郓城6月3日讯 (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磊 )

郓城中年男子李某见别人
经商挣了钱，便向朋友借了
130余万现金，最终自己血本
无归，借朋友的钱也赔了进
去。眼看朋友催限，李某竟用
伪造的存折130余万元还债，
很快被识破。1日，郓城警方将
李某抓获。

5月28日，郓城县居民张
某到该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
案称，郓城镇李某在今年4月
份借了其100余万元，说好借
款期限为一个月，可是到期
后，李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
着不还款。到了5月28日，李某
以存折的形式还给其 1 0 0万
元。他怀疑存折是假的，遂报
警。

经侦大队接警后展开调
查，经银行鉴定存折确系伪造。
6月1日，办案民警在掌握了李
某大量证据后，将李某传唤至
公安机关审讯。李某对伪造存
折一事供认不讳。

原来，2月份，李某将个人
全部积蓄投入与朋友合伙的生

意上，但由于没有经商经验全
部赔了进去。

急于捞本的李某就向好友
张某、高某提出借款要求，并许
诺挣了钱给一定好处费。先后
向张某、高某借款130余万元，
并打了借据，期限一个月。一个
月后借款到期，张某等着用钱，
于是向其讨要，而李某一时又
收不回资金。看着张某没有要
回借款，高某害怕钱打了水漂
也向其要借款，李某只能以资
金未到位一次次往后推还款日
期。

5月4日，急于筹钱还借款
的李某在街面上看到张贴的
办理假证件小广告，他“灵机
一动”想用假存折暂时还给张
某、高某，暂缓一下时间。遂打
电话咨询，随后让对方伪造了
面值10万、20万、50万不等的
假存折6张，支付给对方90元
手续费。张某接到存折后，越
看越感到可疑，于是就报了
案。接着警方经侦查后于1日
将李某抓获。目前，李某因伪
造金融票证被郓城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

他涉嫌挪用137万余元公款 他涉嫌伪造130余万存折

本报郓城6月3日讯 (记者
邢孟 通讯员 郭文飞 ) 郓城
一男子因嫌打工挣钱慢且辛苦，
再次干起盗窃老本行，趁麦收忙
碌潜入村民家中盗窃，当场被发
现，逃离时被郓城警方抓获。后得
知曾入室盗窃银行卡，猜中密码
盗取4000元。

1日15时许，郓城县公安局潘
渡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
其在家中碰到疑似小偷的陌生
人，且纠缠中陌生人刚刚逃离。值
班民警迅速出警追赶，并在某集
市将正在逃窜的嫌疑人李某抓
获。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证据面
前，李某最终承认了他趁麦收时
节，人们忙于麦收时翻墙进入村
民家中行窃的事实。没想到被主
人当场发现，还未逃离就被民警
抓获。经过民警进一步审理发现，
李某果然还有其他案情。

据民警介绍，家住郓城的李
某只有小学文化，2010年就曾因
盗窃被判刑，出狱后因嫌打工挣
钱慢且辛苦，便又“重操旧业”，干
起了盗窃的老本行。

今年5月3日，李某在郓城县
潘渡镇一村民家中行窃，盗走现
金200元及银行卡、身份证各一
张。逃回郓城后，李某并不满足于
所盗赃款，他琢磨着如何能把银
行卡中的钱取出。

李某随即拨打了该银行的客
服电话，并试着输入密码，结果前
几次并没成功。正苦恼时，李某又
一次想到密码是否会与身份证号
有关，便尝试着再次拨打客服电
话，并最终试出银行卡密码。李某
兴奋不已，立即到银行取尽了卡
中的4000余元现金。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民
警提醒：银行卡丢失后，应第一时
间到银行或通过电话挂失。

猜密码盗4000元

再次行窃被抓

本报记者 崔如坤

为买车、还贷，牡
丹区“95后”小青年马
明（化名）想到绑架勒
索，伙同发小马亮（化
名）绑架了同村4岁男
孩小伟 (化名 )，担心被
发现竟将其残忍杀害，
见其家人报警，二人也
未敢索要钱财。近日，
随着小伟尸体被发现，
警方在天津将涉嫌故
意杀人的马明、马亮以
及涉嫌包庇的马明女
友吴某抓获。6月3日，
办案民警再次提审了
马明、马亮。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2014年1月6日下午，牡丹
区小留镇马坊村马某4岁的儿
子小伟，和小玩伴们出门玩耍
后，再没有回到家中。

马某妻子向警方讲述，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她儿子
和村里小孩出去玩，到了傍
晚 5点多钟，其他小孩都回
了家，而她的儿子却不见了
踪影，家人和村民就开始寻
找，然而到了近7点，找遍了
周边村子也没找到，便报了
警。

小伟家人报警后,民警当

晚就赶到村里了解调查，后调
取周边各路口监控录像，并无
发现有非常可疑的车辆和人
员。

但监控录像显示，小伟失
踪时间段，马坊村的马明、马
亮曾骑摩托车外出，可监控中
并没有小伟。民警虽然将有嫌
疑的马明、马亮传至派出所讯
问，但因没有确凿证据，将二
人释放。

正月十五过后，马明、马
亮以及马明女友吴某出外打
工。

4岁男娃突然不见了

5月21日，牡丹区高庄镇
白虎集北头村一放羊老汉，在
徐河渠北侧的麦田边，发现了
一具露出泥土的小孩尸体，赶
紧报了警。办案民警介绍，虽
然尸体已腐烂，但通过衣着可
确定，正是数月前马某丢失的
儿子小伟。

民警进一步调取监控录
像发现，马明、马亮骑摩托车
行驶的轨迹与埋尸处方向吻
合，经模拟，马明抱着的绿色
军大衣正好可将小伟裹住。

马明、马亮有重大作案
嫌疑。当日，民警便赶往二人
的打工地天津实施抓捕。26

麦田边惊现男娃尸体

据吴某交代，马明跟她
说想买辆车以及还贷，但身
上没有钱，想着绑架同村的
小伟弄钱，她起初不同意，劝
马明不要干违法的事，马明
不听她的执意要干，她就提
醒马明不要伤着人，没想到
却把人给害了。

马明交代，年前有一天，他
从电视上看到绑架小孩勒索钱
财的剧情，就琢磨着绑架挣钱。
他听说村里的马某媳妇嫁过来
时，从娘家带来了十余万块钱，
就想到绑架马某儿子小伟弄点
钱。觉得一个人搞不定，马明就
喊来了从小一块玩大的马亮一
起干。

马明交代，事发当天下午，
他让马亮趁人不注意将小伟引
诱至他家后，二人打算用军大
衣裹住小伟，骑摩托车带出村
外，然后给小伟家人要钱赎人。
可小伟一直挣扎，他就找了一
根绳子勒住了小伟的脖子，直
到小伟不动弹后，由马亮骑着
他家的摩托车，他抱着用军大
衣裹着的小伟出了村，将尸体
抛在徐河渠北侧麦田一玉米杆
堆内。后觉得不安全，又于夜里
将尸体掩埋。

目前，马明、马亮因涉嫌故
意杀人，吴某因涉嫌包庇均被
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为弄钱财绑架杀人

日，民警将马明、马亮及马明
女友吴某抓获，马明、马亮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办案民警介绍，马明、马亮
二人抛尸回到村后，见村民们
都在寻找小伟，还故作镇定地
跟着村民寻找了一会，后各自

回了家，因得知小伟家人报了
警，二人也没敢跟小伟家人索
要钱财。

后来，二人觉得尸体藏在
玉米堆里迟早会被发现，于1月
8日夜又将尸体挖坑掩埋。但由
于埋的较浅，最终被发现。

马明指认掩埋尸体的地方。(牡丹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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