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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心心游游客客丢丢失失1155000000元元现现金金
民警连夜多方排查寻回

本报聊城10月8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付朝旺
武淑红 ) 外出游玩最重要

的是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
可就是有粗心游客不上心。国
庆节期间，一名来自河南的游
客 在 聊 城 游 玩 时 不 慎 丢 失
15000元现金及重要证件。民
警接到求助后，经过连夜多方
排查终于将钱和重要证件寻
回。

10月4日晚19时29分，东昌
湖派出所接到一名河南游客
的求助，这名游客在电话中
说，他在聊城旅游期间丢失手
包一个，内有现金15000元及
驾驶证、银行卡、身份证等重
要证件。

民警电话了解到，这名游
客是在从聊城到达德州住宿
时才发现钱包丢失，非常着
急，请求警方协助查找。接到

警情后，执勤民警蒋爱军及时
与失主取得联系，并详细询问
其在聊城期间的活动情况。

在得知失主李志曾经在
聊城运河博馆观看4D电影时
将钱包交给孩子看管有可能
丢在影院的情况后，民警蒋爱
军连夜与已经下班的运河博
物馆保安人员取得联系。在得
知其工作人员下午捡拾到一
个钱包后，又与博物馆分管治

安安全的主任刘士佳见面确
认钱包是否为李志丢失。4日
晚10时，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
找，民警蒋爱军等人终于确认
运河博物馆工作人员捡拾的
钱包是河南游客丢失的。

10月5日上午10时，失主
李志从德州赶到聊城取回丢
失的15000余元现金及重要证
件，并对民警的认真负责表示
万分感谢。

一一男男子子在在水水城城广广场场用用裤裤子子上上吊吊自自杀杀
现场没有关于该男子身份任何信息

本报聊城10月8日讯(记者
孟凡萧 ) 8日早晨六点左

右，水城广场西侧一棵松树上，
一名男子被晨练者发现上吊身
亡，警方闻讯封锁现场，经勘查
初步认定死因为上吊自杀。

8日上午7点30分左右，记
者在水城广场看到，现场已被
东昌湖派出所民警封锁。一名
男子头朝东南，脚朝西北平躺
在地上，头部被一件衣服覆盖。
该名男子上身穿一件长袖衬
衣，下身穿一条牛仔裤，脚上穿
着一双旅游鞋。在其附近一颗
松树上，一条裤子裤脚朝上系
在松树树枝上。“这名男子就是
用这条裤子上吊自杀的。”附近
一围观的市民说，这名上吊男
子也就二十岁左右。

据在现场一民警介绍，死
者是晨练者最先发现，早晨六
点左右，东昌府区公安局巡防
大队先到现场，将男子从树上

弄下来，平躺在地上，经医护人
员检查发现该男子已经死亡。6
点15分左右，东昌湖派出所民
警赶到接管现场，经在现场初
步勘查未发现任何有价值信
息，并排除意外死亡的可能。

“死者身份证件什么都没有，手
机也没有手机卡。”该民警说。

死者身旁有一背包和手提
包，经公安民警搜查发现里边
有大慈恩寺景区门票、青岛海
底世界景区门票等三张门票，
除此之外，还发现一张购物支
付票据，上边显示是该男子在9
月份花费1999元在网上购买了
一部手机。民警搜查到手机时
却发现里边没有手机卡，因手
机有密码现场并未将手机打
开。在死者背包中还发现一本
黑色笔记本，上边有三页纸写
了字，其中第一页第一句话为

“选择这一步终究不是那么从
容，每一个生命的到来，总是充

满开心喜悦，哪怕有着缺陷，同
样 一 个 生 命 的 离 去 却 是 伤
痛……”。

经法医在现场勘查，初步
认定死因为上吊自杀，据法医
勘查推测死者大约在8日凌晨3
点之后6点之前去世。

8日晚上7点左右，记者再
次联系东昌湖派出所民警，民
警表示，根据死者物品中发现
的网上购物票据上的银行账
号，他们到聊城市人民银行等
银行去查证，根据初步调查发
现，该账号为外省账号。

图为男子用裤子自杀现场。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卖场国庆促销流行返券

想想用用代代金金券券购购物物杠杠杠杠挺挺多多
本报聊城10月8日讯 (记

者 张召旭 ) 国庆黄金周期
间，城区各大卖场都推出了满
额返券促销活动，对此，不少
市民表示，卖场返券看似优惠
力度挺大，但会让市民陷入循
环购物的无底洞，而且使用购
物券的杠杠还挺多。

满200返230/210/160……
国庆节期间，为了招揽顾客，
城区所有的卖场都推出了不
同程度的优惠活动，而返券促
销则是卖场用的最多的促销
方式之一，就是这种看似5折
甚至更多的优惠惹来不少消

费者吐槽。
“卖场设置的满额返券一

般都是200起底，可卖场的东
西价格设置的也很巧妙，199、
299、399……”市民刘女士说，
以满200元返券为例，价值199
元的东西就无法参与返券，而
399元的商品只能返一张，如
果顾客要是想要多返一点就
得再多购物，这样就会陷入循
环购物的无底洞。

除此之外，消费者得到的
购物券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
消费的，很多专柜的一些新
款 衣 物 都 不 能 用 购 物 券 购

买，而能使用优惠券的商品
往往是高价、高利润商品。不
仅如此，正常购买的商品可
以积分，但是用购物券购买
的商品就无法积分，不少消
费者怨言颇多。

“说白了，返券购物还不
如直接打折实惠，购物券能
买的多是些老款甚至断码的
商品，根本不划算。”市民陈
女士说，很多商品设置的价
格都不是整数，一般尾数以
59、69、89、98、99居多，可返还
的购物券大都是整数，如果
用购物券买东西，卖场还不

会找零。有的商家还规定用
购物券购物不能开发票。

“乍看之下非常划算，可
回家后想想，超出了本来的
计划，感觉被套牢，有的衣服
也 不 是 非 要 买 的 。”陈 女 士
说，真是不返券觉得亏，返了
券又用着累。一家商场经理
透露，商场现在越来越喜欢
以返券形式搞促销，因为返
券与直接打折相比，利润回
报是不一样的，返券需要消
费者不断凑整，商家就能源
源不断卖出商品，赚得大笔
钞票。

为为催催债债
非非法法拘拘禁禁他他人人

本报聊城10月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杨金坤 ) 为
了催收债务，37岁的侯某携带电
警棍等作案工具前往与自己有生
意往来的小周父母家中讨债，并
将小周的母亲强行捆绑。近日，经
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侯某与小周一直有生意往
来，小周也因此拖欠了侯某一定
金额的服装款。侯某在多次催收
未果后，便蓄谋以威胁方式收款。
2014年2月的一天，侯某携带电警
棍、弹簧跳刀等作案工具赶到小
周的父母家中，将小周的母亲强
行捆绑。一小时后，小周的父亲下
班回到家中，见其妻被绑准备解
救时，又被侯某用电警棍击打。于
是，小周的父亲不停反抗并大声
呼救，侯某怕事情败露，就用匕首
将其右腿刺伤后逃走。当日23时，
侯某自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
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330000元元买买土土豪豪金金
竟竟买买来来个个模模型型

本报聊城10月8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慧 穆
炎 ) 苹果5S手机只卖800，还能
砍价！你信吗？这是市民小张在7
日上午时所遇到的真实案例，不
料买之前是真机，买到手后竟发
现是手机模型。

7日下午3时，聊城市110接警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报警人小张说，
下午他在一家银行ATM取款机取
完钱准备坐公车时，一名妇女拿着
一部苹果5S土豪金版问到：“小伙
子，要手机不？便宜卖给你。”

对方表示800元就可以，价格
显然让小张有些心动，但他当时
只有400元钱。“我看看你手机。”
小张怀疑手机是假的，便要过手
机看了一下，感觉应该是真的。

小张便开始与中年妇女还
价，最终以300元的价格成交，就
在砍价成功后中年妇女一把将手
机抽了回去，并要求他赶紧付钱。
被对方这么一说，小张就付了300
元钱，揣着手机就上了公交车。

上了车后小张将手机从口袋
里拿出来发现根本开不了机，他
将后盖打开后大吃一惊，自己花
了300元钱竟买了个模型，手机里
塞的是一个铁块！

民警发现小张手里拿的手机
模型确实从外观还有重量上和真
机几乎没有差别，应该是被对方
掉了包，付钱之前的是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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