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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取保候审期间用相同手法再作案

买买来来虚虚假假炒炒汇汇软软件件掏掏空空两两公公司司

四四男男子子深深夜夜持持刀刀劫劫走走出出租租车车
警方仅用十几小时破案，抓获四名嫌疑人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杜洪雷 通讯员 李正
伟） 日前一天凌晨，一把明
晃晃的匕首抵在了出租车司
机董师傅脖子上，四名男子
抢走了他的出租车。平阴县
公安局仅用十余小时就成功
侦破这起持刀抢劫出租车案
件，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12月7日零时许，平阴县
安城镇兴城街西路口发生一
起持刀抢劫出租车案。驾驶
员董某所驾驶的出租车以及

随身携带财物、车内部分物
品被乘坐其出租车的四名男
子抢走，涉案价值七万余元。
县公安局迅速成立由机关包
村居民警、刑警大队三中队、
安城派出所民警组成的专案
组，兵分多路连夜开展侦查
工作。

通过对受害人仔细询
问，以及对案发现场周围群
众开展走访调查，民警很快
确定平阴县南门村苏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随后通过外

围调查，成功掌握了嫌疑人
苏某的活动规律。经过布控
跟踪，民警又相继发现了该
抢劫团伙的另外三名犯罪
嫌疑人。

经受害人辨认，确定该
团伙中三名成员正是抢劫
其出租车的犯罪嫌疑人。12
月7日下午，专案组得知该
团伙成员密谋外逃，民警果
断出击，在安城镇将犯罪嫌
疑人张某海（男，26岁，平阴
县安城镇铁山村人）、赵某

（男，2 6岁，平阴县龙桥村
人）、李某（男，22岁，平阴县
北土楼村人）、苏某（男，19
岁，平阴南门村人）全部抓
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
某海、赵某、李某、苏某如实
供述了12月7日晚四人经过
密谋，结伙持刀抢劫出租车
司机董某的犯罪事实。目前。
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抢劫
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

楼道咋满是煤气味儿

原是暖气加了大蒜素

两肉店高声促销扰民

民警八次上门解纷争

本报96706热线消息（通讯员 张
晓） 近日，平阴县玫瑰镇相邻两家肉
店搞促销，播放广告的高音喇叭扰民严
重，群众求助玫瑰派出所民警。

12月6日，平阴县公安局玫瑰派出所
多次接到群众反映，辖区中学门口的

“绿安冷鲜肉”和“维尔康冷鲜肉”两家
店大喇叭促销扰民。

派出所翟洪岩所长和警务区民警到
现场了解发现，两家肉食店隔路相向，门
前放置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促销肉价，声
音极大，路过骑车群众甚至得停下车子捂
着耳朵经过。经民警耐心劝说，两家摊主
同意将声音降低。

第二天适逢农村大集，民警再次前
往核实整改情况时发现，两家肉店又将
声音调至最大。派出所民警从和谐邻里
关系角度出发再次劝说，两家摊位将高
音喇叭先后关闭。如此循环八次后，“绿
安冷鲜肉”老板杨某主动表示，已经劳
烦派出所八次了，再下去确实不好意思
了，主动将喇叭撤下，保证不再大喇叭
促销。见状，另一家肉店老板也主动撤
下了喇叭，周围百姓得以安宁。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14日晚，家住经二路附近一小区的居

民突然发现楼道内弥漫着一股煤气味，以
为煤气泄漏连忙报警求助。110民警闻讯赶
来发现，这不过是虚惊一场。

据市民王先生称，14日晚9时许，自
己在家里休息时突然闻到一股煤气味，
赶到厨房查看，却发现燃气管道的开关是
关闭的。后来，王先生察觉这股味道是从
门外传进来的。此时，小区还有不少居民
发现了这股异常气味。由于怀疑是煤气泄
漏，众人拨打燃气公司电话的同时，又拨
打110。很快，在附近巡逻的槐荫巡警二中
队民警赶到了现场。

到场民警也在小区内闻到了这股
煤气味。为防止意外发生，民警联系了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进行多方查找，也未
发现异常情况。燃气公司维修人员赶到
后表示，这种情况近期时有发生，并不
是煤气泄漏，可能是暖气管道里面加了
大蒜素造成的，暖气加压导致气味外
散，就有一股疑似煤气泄漏的味道。了
解情况后，民警配合燃气公司的维修人
员向小区居民做了解释，化解了众人心
中的疑虑。

为让路问题起纷争

小狗被锁他人车里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因让路纠纷，13日晚9点多，省城馆驿

街附近，一司机与一名牵狗女子发生纠
纷，继而将对方的小狗关进车内。

周萍告诉110民警，当时自己正在小
区门口和邻居聊天，没注意到那辆面包
车想进小区。谁想，面包车却不断鸣笛示
意让路，这让她和邻居有些生气，指责司
机没素质的同时，也没给对方让行。

后来，面包车司机下车责问周萍等
人，双方发生纠纷，周萍手里所牵的小狗
也冲着面包车司机叫，而司机突然抢过
周萍手中的狗绳，将小狗牵拉进面包车
里，锁上车门就走。

当周萍回过神来，司机已不知去向。
看到自家小狗被锁车内，在里面直叫唤，
有些发蒙的周萍报了警。在附近巡逻的
市中巡警迅速赶到，并通过小区物业找
到了那名司机，让其返回现场。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双方进行了调
解，并让面包车司机将周萍的小狗放出。
事后，双方表示互不追究。

耍计谋：打应聘的幌子，吹嘘自己会赚钱

之前，刘营和王军分别
经营山东华邦投资资讯有限
公司和济南易汇普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2012年7月，张某看到
山东华邦投资资讯有限公
司的网上招聘信息后，前去

应聘。“她当时过来应聘，说
自己很懂外汇业务。我之前
主要做银行业务，也不懂外
汇，一开始没同意。”刘营
说。

然而，碰壁后的张某并
没有就此放弃。一个月后，

张某再次前来“游说”刘营，
“她跟我说，她可以不要工
资，炒外汇挣来的钱和我五
五分成。”

此前的2010年8月，张
某也曾到王军的济南易汇
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应聘，

说辞几乎如出一辙。“咱都
是本本分分做生意，压根没
想到会被她骗。她是别人引
荐 过 来 的 ，刚 来 应 聘 的 时
候，她学生模样的打扮，当
时也没多想，就把她留了下
来。”王军说。

设圈套：高收益唬人来投资

打入公司内部的张某
开 始 了 她 的 行 骗 计 划 。刘
营、王军二人在投资市场打
拼多年，可谓经验丰富。然
而，张某却身怀“绝技”，让
两家投资公司血本无归。

刘营起初对张某并不

放心，在刚开始的一个月里
没有给她投钱，而是想“先
考察考察她”。考察期的张
某很热情，工作也很主动，
这时，刘营决定让张某成立
一个外汇工作室，并投入10
万元让其打理。

令 刘 营 没 有 想 到 的
是，仅隔一周，张某就给了
公司 1 万元的分红，“我一
看 利 润 不 小 ，又 相 继 投 入
了 1 5 0 多 万 ，到 2 0 1 3 年 年
后，总共投资 1 7 0多万。其
间 ，我 妻 子 还 背 着 我 偷 偷

投了100万。”
胡女士是济南易汇普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老客
户，前前后后算起来，总共
被骗了16万。像她这样被骗
的投资者还有40多人，总共
被骗400多万。

露破绽：购买虚假交易平台，私刻公章

“2013年6月，我发现张
某的汇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
户，并不是对公账户。而张某
辩称，这样做是为了把人民
币兑换成美元，让她提供详
细证据时，她提供不出来了。
后来知道了，她所谓的外汇

交易软件是假的 ,是从别人
手里买来的。”刘营说。

张某在王军的公司里也
使用了类似的伎俩。

据王军介绍，2011年12月
份，有客户向其反映，外汇交
易不对头，因为投入的美金，

投资回报应该也是美金，但他
收到的却是从济南汇出的人
民币，并且金额也对不上。随
后，一些客户想把账户资金转
出来，张某却设法推诿。

“这时，我才意识到交易
软件平台是假的，平台上所有

的涨跌数据都是伪造的，而她
自己却把客户的钱私吞了。我
自己在外汇这方面也不懂，每
次都看到她拿回带公章的邮
电局汇款单，没想到公章也是
私刻的，这一切从始至终就是
个骗局。”王军说。

维权难：被骗400多万，一分钱也没要回

经过张某的“折腾”，两
家被骗的公司均已倒闭，刘
营和王军不得不拿出自己的
积蓄为客户垫付。

之前，王军住在宽敞明
亮的复式楼房里，现如今，他
的房产证被投资者拿走了，
所有的积蓄也都垫付给了投
资者。公司破产后，王军没有

了收入来源，一家老小在外
面租了一间小房子。

2012年2月，王军向公安机
关报案，案件相关材料已递送
到检察院。审讯记录显示，张
某已承认了自己的作案细节。

“案件没有被定为诈骗
罪，张某以伪造公章罪，交了5
万元以后被取保候审。”王军

称，公司被骗走的400多万，至
今一分钱都没有追回来。而刘
营在追回100万后，再也见不
到张某本人了。2013年9月，刘
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到目前
为止尚未立案。

两年多来，王军为了搜集
证据煞费苦心。2012年，王军
与公安部门派出的经侦、网警

四人到南方进行追查，将虚假
交易平台软件的销售者抓获。
然而，事到如今案件还没有进
展，取保候审期间的张某却再
次到刘营公司行骗，用王军自
己的话来讲，自己“有些绝望
了”。

尽快了结此案，成了他
们最大的心愿。

近期，省城多家投资
公司频现“跑路”，而刘营

（化名）和王军（化名）苦
苦经营的两家投资公司
却被自己的前员工张某
骗了670万元。高收益、虚
假外汇交易软件、私刻公
章，这些“绝技”让两家被
骗公司血本无归，均已倒
闭。目前，两公司已报案，
但案件尚无进展。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军公司有40多名投
资者被骗400多万元。

见习记者 李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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