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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杨

俊亮 ) 平均年龄20岁的八名
小伙子，竟然冒充军警以抓嫖
为名拦路抢劫，招摇撞骗。日
前，这八名男子受到法律的制
裁。

2014年1月12日晚上10点
左右，张某骑摩托车带着刘某
被一黑一白两辆轿车别停后，
从黑色桑塔纳车下来两人，一
人穿警服说是派出所的，让俩
人上车，张某上了黑车，刘某被
摁上了白车，据张某回忆说，在
车上有人说是市公安局的，有

人拿着电警棍指着自己的脸吓
唬自己，电警棍噼里啪啦闪着
火花，说张某与刘某俩人嫖娼，
要每人交3000元，当刘某回家
拿钱时报警，八名男子逃走。

1月15日晚上10点多，八名
男子以同样的手段，将被害人
隋某逼停，冒充警察抓嫖，并对
被害人隋某进行恐吓、殴打，劫
得现金3000元。

2月11日21时许，八名男子
开两辆车将骑摩托车的刘某某
截下，八名男子说是刑警队的
并让刘某某看警官证，其中二
人穿警服，另外两人穿迷彩上

衣拿着电警棍，刘某某被拽进
车内后，八名男子审问说刘某
某嫖娼，是要拘留还是罚款
2000元，刘某某因恐慌带其回
村借了2000元给了八名男子。

2月16日21时许，八名男子
又以同样的手段，将一名50多
岁骑老年车的张某某逼停，冒
充警察抓嫖，向其索要现金
300，其中一人问是否嫖娼了，
张某某当时怕挨打承认嫖娼后
被索要罚款2000元，但自己只
随身携带了300，就给了其300
元。

除以上实例，八名男子陆

续以相同手段作案多起，东昌
府区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交叉结伙，冒充
军警人员当场采用暴力等手段
强行劫取他人财物。

八名男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交叉结伙，冒充军警人员当
场采用暴力等手段强行劫取他
人财物，其中，多的参与五次，
少则参与两次。东昌府区法院
认为，其行为均已构成招摇撞
骗罪。公诉机关指控八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东昌
府区法院判处八人七年至十六
年不等刑期。

冒冒充充军军警警以以抓抓嫖嫖为为名名拦拦路路抢抢劫劫
八名男子被判七年至十六年不等刑期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刘万里) 强行扣留他人汽车，
要求他人还款，换来的最终结
果是治安处罚，外加一份败诉
的判决书。近日，阳谷法院审结
了这么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

2014年6月，孙金(化名)驾
驶着自己的轿车行驶到阳谷县
石佛镇时，遇到了做生意时的

“债主”曹良(化名)，曹良将孙
金拦下，索要欠自己的货款3万
元，并同朋友刘某、吴某强行将
孙金的车开走，并称该车已被
诉讼保全。孙金回家等待数日

后，未见保全车辆的合法手续，
才知曹良并未起诉至法院将该
车保全。此后孙金多次要求曹
良归还该轿车，但是曹良拒不
归还，2014年8月份，孙金诉至
法院，要求曹良返还自己所有
的轿车。

庭审中，被告曹良辩称：扣
留孙金的车辆属实，但是和孙
金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孙金现
尚欠被告货款3万元，虽多次催
要，孙金一直未偿还货款，无奈
之下扣留他的汽车，只是想迫
使他赶紧还欠款。

法院庭审查明：2014年6月

在阳谷县石佛镇街上，曹良以
孙金欠自己的货款为由，同案
外人刘某、吴某将孙金驾驶的
轿车拦下，并由曹良将该车扣
留，后双方均拨打报警电话。阳
谷县公安局认为原、被告双方
存在经济纠纷，出具不予作汽
车抢劫案立案通知书。但是作
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在
扣车过程中刘某、吴某与孙金
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孙金左
胳膊受伤；所以决定对刘某处
以行政拘留五日。现被告曹良
仍占有该车辆，并拒不返还。另
查明：该轿车的所有权人系原

告孙金。
法院认为：被告曹良未经

原告孙金的同意，即扣留其所
有的轿车。根据我国《物权法》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无权占有
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的原告
孙金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其非
法占有的轿车。被告曹良的辩
称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可另行主张权利，对原告的诉
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曹良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孙金的
轿车。

以以欠欠款款为为由由强强行行扣扣留留他他人人车车辆辆
法院：十日内将被扣车辆返还原告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李海
魁) 本是一宗普通的买卖合同，
但是由于被告给原告支付了一张
不能承兑的汇票，双方闹上法庭，
该案究竟是票据损害赔偿责任纠
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近日，阳
谷法院审结了这起关系“复杂”的
民事纠纷案件。

2010年至2011年期间，阳谷云
舟公司多次向鑫宇公司购买轴
承，在陆续支付货款后，还有剩余
50万元货款未给付。2012年1月，云
舟公司未经背书给付了鑫宇公司
一张票面金额5 0万元的承兑汇
票，用以支付拖欠的货款。鑫宇公
司收到汇票在行使票据权利时发
现，2011年12月济南历下区法院已
通知银行停止对该汇票的支付，
并在2012年3月作出判决书，对这
张承兑汇票予以除权。鑫宇公司
无法回收货款，以被告欠货款为
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云舟公司
支付拖欠的货款50万元并承担诉
讼费用。

庭审中，被告云舟公司辩称：
本案是因票据被恶意除权，致原
告丧失了票据的权利，所以该案
应为票据损害侵权纠纷案件。公
司基于合法的关系取得了这张汇
票，又基于合法的买卖关系支付
给了原告，这一切都符合票据法
的相关规定。但是由于物流公司
申请了公示催告而使该汇票丧失
了票据权利，物流公司是票据的
侵权人，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故申请追加其
为共同被告。

法院认定，被告云舟公司虽
在2012年1月以承兑汇票的形式
支付了所欠原告货款50万元，但
该汇票已于2011年12月由济南市
历下区法院发出停止支付的通
知，并于2012年3月作出该承兑汇
票无效的终审判决，故被告云舟
公司并未实际支付给原告所欠的
货款。本案虽系以银行承兑汇票
的形式给付货款，但并非是因行
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
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所以应为
买卖合同关系。对被告云舟公司
的“票据损害侵权纠纷”之辩称不
予支持。

由于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
而非票据权利纠纷，被告物流公
司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对
被告云舟公司“应由物流公司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应判令被告
物流公司赔偿原告损失”的辩称，
不予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阳谷云
舟有限公司偿还原告鑫宇有限公
司货款50万元。被告物流公司不
承担责任。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汇票不能承兑

双方闹上法庭

本想重组家庭，不料遭遇骗子

网网友友用用甜甜言言蜜蜜语语骗骗走走她她11 .. 55万万
本报聊城12月9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
慧 孙翊翔 ) 在和前夫离婚
多年后，本想寻找另一半重
组一个家庭，不料遭遇一名
骗子，损失 1 . 5万元。1 2月 8
日，家住城区的黄女士情急
之下报了警。

12月8日，家住城区的黄
女士拨打110称，她被一名网
上的恋人骗走1 . 5万元。民警
了解得知，今年上半年，45岁
的黄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
河南籍男子，她得知这名男
子从事海上跑船工作，已经
离 婚 4 年 ，身 边 带 着 一 个 女
儿。黄女士称，每次聊天时，
对方都会对她嘘寒问暖，有
时一天打四五个电话，让她
感到十分贴心。

今年12月6号，黄女士和
对方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比

较满意，“他每次到聊城，又
是买水果，又是买菜做饭，让
我有家的感觉。”黄女士说，
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个比她大
两岁的“新男友”。黄女士说，
最近，她的这名男友拨打了
黄女士的电话，声称有两万
元贷款到期要还，因为工资
还没发放，希望黄女士能先
借给他。

黄女士没有那么多钱，
于 是 先 给 网 上 的 男 友 汇 去
1 . 3万元。此后，黄女士和男
友与往常一样，每天都打电
话。其间，黄女士也问起还钱
一事，网友却不作正面回应。
又过了几天，黄女士接到男
友急需2 0 0 0元钱的电话。黄
女士又汇款过去。

黄女士说，第二次汇款
后，她认识的那名男友如同
消失了一样，黄女士再也联

系不上他了，黄女士才明白
过来自己被骗了，就拨打110
报了警，东昌特巡警大队接
到指令后，民警就赶到黄女
士的住处了解情况，经过黄

女士的口述，民警了解这个
案件的情况，由于该男子籍
贯在外省，民警正与河南警
方联系寻求帮助，该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临清联社胡里庄分社：小柜员热心服务促金融业务提升

作为一名普通柜员，每天八点
到五点半之间紧张忙碌的工作时
间，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服务，
其中有热恋的青年男女，稳重的中
年人，上岁数的老人……忙忙碌碌
的一整天下来，真是累得不轻，但
心里挺知足。

忙碌的工作中，每天都会有

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营业室，他们
会露出真诚淡然的的笑容，亲切的
向我招手问好，满意离开营业室。
每次次看到客户满意离开，我打心
里高兴。

柜员作为基层金融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虽在基层，但十分重要。
为使客户满意，我时常叮嘱自己要

从一个小小的简单的动作做起，哪
怕只是一个温馨的微笑，一句贴心
的问候，我们的工作是虽然只是简
单的重复，但长期重复下去，带来
的却是客户的赞誉和金融银行服
务质量的大提升，带来的却是银行
业务的健康稳步增长！

(临清联社胡里庄分社 田春)

莘县农商银行莘州支行反假币宣传取得实效

莘县农商银行莘州支行组织开
展了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反假宣
传活动。

针对法分子把作案目标定在了
偏远地区，利用农民识别假币能力
差的弱点猖狂做案这一情况，该行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反假币宣传活
动。充分利用员工力量充实，对外服
务窗口多的优势，以前台柜面为主
阵地，以宣传为辅助，由老员工牵头

示范，新员工分批次进行，为广大农
民朋友进行反假币知识宣传，还定
期在街道上设立反假币知识宣传
处，利用黑板报进行讲解，散发宣传
资料等形式，力求反假币知识尽人
皆知。通多种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
使员工学活了反假币知识，也让辖
区群众增强了的反假币意识和能
力，对维护农村金融秩序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王万虎)

茌平经济开发区积极进计生信息核查工作
近日来，茌平开发区、信发街道

对辖区42个村和各县直单位2011年
以来的人口出生、公安落户、出生医
学证明办理进行了比对，进一步提
高了计生信息的准确率，确保违法
生育的管理无漏洞。

领导重视，组织到位。开发区、

信发街道专门成立计生信息核查小
组，主要领导直接参与决策和措施
的落实和在工作中的督办。召开街
道各村和县直办计生干部会议，安
排部署信息核查工作，与各村干部
签订保责任书，全面开展人口计生
基础信息核查工作。

多部门联动，确保信息准确。该
街道公安、卫生、教育等部门形成联
网，实现信息共享，确保信息准确，核
查到位。对计生网络信息中出现的错
误及时纠错完善，结合公安落户、卫
生、民政、信访举报等各方面信息，对
查出的违法生育人员，及时下达征收

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依法足额征收，
对拒不缴纳的，张榜公示，并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领导督促，群众监督。对各村和
各县直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指
导，实行“管区负责，一天一通报”制
度。设立群众监督举报热线，监督党

员干部及其亲属计划生育情况，监
督计生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同
时，街道办讲此次信息核查工作纳
入计生年度考核，实行各村一把手
总负责，计生干部具体负责，确保此
次计生信息核查工作高效有序进
行。 (刘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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