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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陌陌陌上上卖卖保保险险反反中中““土土豪豪””圈圈套套
被抓到后才知是惯犯

杀害兄嫂

潜逃28年

为找对象

变小13岁

欠债未还

身遭软禁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
霞 通讯员 梁家卿 谭艳燕 )
10月17日，平原县公安局举行了缉
捕重大逃犯专案组凯旋的欢迎仪
式。至此，潜逃28年的“7 . 14”故意杀
人案犯罪嫌疑人彻底归案。

据了解，28年前的7月14日，平
原县王杲铺村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将
兄嫂杀害后潜逃。1986年7月14日
晚，平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赵
某报案，称其儿子赵某某因家庭琐
事，持杀猪刀将大儿子和儿媳杀死
在家中。

案发后，平原警方一直抓捕未
果。自2011年6月清网行动以来，平
原县公安机关缉捕民警克服重重困
难，辗转于山东、内蒙、四川、东北四
省等十余地市，行程近五万余公里，
历经3年的时间，于2014年10月15日
11时许，终于在黑龙江省鸡东县嘉
兴园都乐休闲旅馆抓获了潜逃28年
的逃犯赵某某，至此该案得以成功
侦破。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
霞 ) 为了和比自己小10岁的男友
匹配，今年37岁的周某竟然欺骗户
籍民警谎称自己是“90后”。

今年9月末，宁津县公安局相衙
镇派出所户籍室来了一位补身份证
的妇女，民警经查询，发现该妇女所
提供的名为“周晓红”的户籍信息并
不存在。民警向其解释后，该妇女随
即要求补办户口，并于次日携带自
己所在村庄的介绍信和父母户口本
等材料再次来到户籍室。该女子一
直声称自己出生于1990年5月。

家庭户籍信息父亲一栏为“周
晓磊”。然而，让民警大吃一惊该妇
女并非名“周晓红”，是“周晓磊”的
亲妹妹而非女儿。

明明已经37岁却硬说自己是“90

后”。原来，周晓春十多年前已经结婚
并育有一女，两年前周晓春和丈夫离
婚并前往济南打工。在济南，周晓春
认识了一名出生于1987年的小伙子并
与其发展成为男女关系，到了谈婚论
嫁的地步。因此她想办理90年的户籍
信息，不料却被识破。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
霞 通讯员 杨凯 ) 看到别人放
贷赚钱眼红，于是自己打起了借钱
赚钱的注意。借的钱还不上，自己却
被软禁了20天。

8月29日晚，一位老人来到临邑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称自己的儿子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家了。民
警根据受害人求助短信中所提到的
地址，赶到临邑县某小区。民警借机
进入可疑屋内，发现有三名男子，其
中一位坐在沙发上，精神萎靡，身上
有多处被殴打的痕迹。这就是失踪近
一个月的李某。其余二人则是李某的
债主曹某雇来看管李某的。

原来，李某是曹某的老同学，经
老同学介绍，李某由曹某做担保人，
分别向三个人借了四万五千元，然
后又转手借给别人收取利息差价。
李某的还款期限仅为30天，曹某担
心他无法按时还款，还没到还款的
时间，8月9日这天，曹某伙同孙某、
谢某三人就将李某软禁起来。

目前，曹某、谢某和孙某因涉嫌
非法拘禁罪被临邑县公安局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133岁岁女女孩孩““装装大大人人””交交友友遇遇色色狼狼
嫌犯被从重处罚获刑四年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郑春笋 )

已有家室和一个女儿的23岁
男子，竟然和一名13岁的姑娘

“偷食禁果”。日前，山东省陵
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被
告人王健(化名)犯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

今年3月8日晚上，13岁的
娟娟(化名)用手机在电视台
点了一首歌，电视台播出的时

候把手机号码也滚动显示了，
并将她想交友的想法一并公
布。很快一个手机号码发来一
条短信，想和她交个朋友，娟
娟没有回复短信直接打了过
去。

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自
称名叫王健，今年23岁了，单
身。娟娟谎称自己也23岁，也
单身。后来王健听娟娟的声音
不像2 3岁的女孩，再次追问

时，得知娟娟的真实年龄才13
周岁，正就读初一。当晚两人
一直在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

第二天晚上娟娟就留王
健在房间，并发生了性关系。
第三天即3月10日，王健给娟
娟打来电话，向娟娟说出了真
相：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一
个女儿。14日，二人的关系被
娟娟父母发现。于是，娟娟的
父母带着她来公安局报案。据

了解，在此之前，王健已到派
出所自首。

因受害人为不满14周岁
的幼女，对被告人依法应从重
处罚，鉴于被告人王健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符
合自首要件，依法应对其从轻
处罚，且被告人王健归案后态
度较好，庭审中自愿认罪，也
可依法酌情从轻处理。对王健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16日上午9时许，乐陵市星光糖业后药王庙村一处养殖鸭子的大棚起火。消防人员迅速展开扑救，
经过35分钟将火扑灭。初步疑为线路原因所致，所幸养殖大棚内还未投放鸭苗。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朱朝标 摄影报道
鸭棚烧了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霞) 扮演高富帅，自称是
土豪，号称家有5亿资产，靠着
自我吹嘘的本事，河北吴桥的
刘某骗取女孩信任，获取钱财。
16日晚，刘某被德城分局便衣
大队民警抓获，这已经是刘某
第三次因诈骗被抓。

10月10日，刘某在陌陌上
通过附近人查找到一个叫“保
险代理人”的女子，见对方头像
漂亮就加了她好友。为了引起
这位“美女”的注意，刘某称要
给公司的30个员工办理保险业
务。并用自己的两个手机号假

扮俩人同时与对方聊天。
如刘某所料，11日“美女”

打了他的电话，商议入保险的
事，这时刘某知道“美女”名叫
李丽(化名)。刘某乘机向李丽
有意无意的说，自己在品德豆
捞、钱柜KTV、康桥足疗店有
股份，家有好几辆宝马、奥迪轿
车，还将在北京买一辆路虎汽
车，并承诺在李丽处入保险。接
下来，刘某时不时向李丽炫富，
并把李丽带到振华玻璃厂附近
一片没建好的楼群处，称是他
父亲投资5个亿建的。

随后李丽便向刘某讨教干

什么最赚钱。刘某称，放高利贷
投资5000元每月可以返4000
元，并承诺李丽，只要相信他，
就可以让她一年成百万富翁。

听信了“土豪”的承诺，14
日李丽便“投资”了3万元，可之
后，刘某就在陌陌上把李丽删
除，不再接李丽的电话，这时李
丽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报了警。

16日，李丽通过陌陌“附近
的人”发现刘某在一家足疗店。
于是，李丽与民警一同前往。见
李丽来了，刘某撒腿就跑，打了
一辆出租车逃往吴桥。李丽与民
警在身后紧追。出租车司机王师

傅说：“他上车后，先让我开车，
说他老婆外面有人了，想甩开
她。于是就指挥我往吴桥开。”

见李丽带着人追他，刘某
竟自己打110报警称，他是交警
需要帮助。刚进吴桥县城刘某
就被吴桥巡警拦住，德城民警
当场将其抓获。

被抓后，刘某竟遇见了“熟
人”。原来，刘某在2006年因诈
骗被德城区法院判刑2年，2011
年因诈骗被德城分局劳教一年
六个月。而这次抓获他的竟然
是同一民警。目前，刘某已经被
刑事拘留。

齐河一女子深夜包被抢设法追回

手手机机赎赎金金当当诱诱饵饵智智擒擒贪贪心心劫劫匪匪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诚 ) 齐
河市民罗女士下班回家途中，
被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抢包。
罗女士发短信告知男子需要
用现金赎回被抢劫包内的手
机、银行卡等物品。通过罗女
士两次与男子商定交易地点
后，齐河警方将男子抓获归
案。

“有人抢劫，快来出警。”10
月11日22时许，齐河县公安局城
区派出所接到路人报警。民警
迅速来到城区迎宾大厦附近，
受害人罗女士膝盖等部位多处

擦伤，电动车摔在地上。据了
解，罗女士下班回家，途经迎宾
大厦附近时，一名骑踏板摩托
车的男子追过来，伸手夺跨肩
上的背包。罗女士被顺势摔倒，
挎包飞了出去。趁罗女士摔伤
一时爬不起来，劫匪调转车头，
捡起挎包逃跑。包内有1000余元
现金、三张银行卡和一部手机。
由于天黑，歹徒戴着头盔，摩托
车没有牌照，现场没有留下有
价值的痕迹物证，侦察工作有
一定的难度。

案发当晚，罗女士回到家
中后，向被抢劫的手机上发了

多条短信：“包内现金我不要
了，请把手机、银行卡还给我，
我不但不去报警，而且还愿意
拿钱赎回”。次日上午，歹徒发
回短信，同意罗女士用1000元
赎回手机，交易地点等晚上再
定。民警让罗女士继续用短信
与歹徒保持联系。当晚1 0时
许，歹徒驾驶摩托车赶到县委
党校十字路口，四处转悠没停
车，而后改变主意，驾车驶入
城区。因城区道路行人较多，
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放弃现
场实施追击抓捕。

10月12日，罗女士通过短

信再次与歹徒约定交易地点，
并自愿把赎金涨到了2000元。
当晚23时许，民警在齐鲁大街
东首一家饭店门前做好布控。
犯罪嫌疑人王某驾驶摩托车
赶到，刚下车就被民警一举抓
获，并缴获被盗的手机、银行
卡等物品。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
某，男，2 7岁。因最近手头拮
据，便驾驶摩托车在城区转
悠，寻找作案目标。目前，犯罪
嫌疑人王某涉嫌抢劫罪被刑
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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