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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世世六六七七年年，，优优抚抚金金仍仍持持续续发发
利用职务便利虚报冒领，栖霞三民政所负责人涉嫌贪污被公诉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常洪波

连群峰 栾松萍) 人都已经去
世六七年了，优抚金却仍然在持
续发放，栖霞市检察机关2014年
对乡镇民政所调查时发现了这
一异状。原来是栖霞3个镇的民
政所 (民政服务中心 )原所长 (主
任)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办理发
放优抚对象享受各项补助款过
程中涉嫌贪污。

2014年，栖霞市检察机关在
对乡镇民政所的五保供养金、优

待金、抚恤金调查时，发现在数
十名优抚对象已经死亡的情况
下，优抚金还在持续发放。这一
情况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经
过调取相关人员死亡证明、优抚
对象优抚补助金统一发放注销
单、带病回乡人员抚恤金花名
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取款凭
单等书证，发现3个镇民政所原
所长涉嫌贪污。

材料显示，2007年至2013年，
犯罪嫌疑人林某在担任栖霞市
某镇民政所所长期间，利用职务

便利，在负责办理发放优抚对象
补助款过程中，采取瞒报、延报
优抚对象死亡注销信息等方式，
伙同他人利用死亡的优抚对象
虚报冒领五保供养金及优待金
39000元；此外，他还虚报冒领带
病回乡退伍军人抚恤金33360元、
复员军人抚恤金29078 . 35元，合
计62438 . 35元，涉及已死亡的优
抚对象数十名。

2008年7月至2014年1月，犯罪
嫌疑人谭某某在任栖霞市某镇
民政服务中心(原民政所)主任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虚报冒领和
截留在乡复员军人优抚款、优待
金 和 五 保 供 养 金 共 计 人 民 币
25890元。

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犯罪
嫌疑人潘某某在任栖霞市某镇
民政服务中心(原民政所)主任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办理
发放优抚对象补助款过程中，采
取瞒报优抚对象死亡注销信息
等方式，利用死亡优抚对象虚报
冒领优待金共计人民币13100元，
涉及已死亡的优抚对象13名。

据办案人员介绍，3人在上
报本年度五保供养金、优待金和
人员花名册过程中，利用已经死
亡的优抚对象，虚报人员和款
项。然后再采取私刻印章、盖章
冒领或签字冒领的方法，单独或
伙同他人侵占这些款项。

依据相关书证、物证，栖霞
市检察院认为3名犯罪嫌疑人行
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382条规定，涉嫌贪污罪。

目前，栖霞市检察院已对3

人提起公诉。

刚外出打工

家里就接陌生电话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3月2日，栖霞市桃村镇

的孙先生致电本报热线说，他2月27

日去济宁打工，之后家人不断接到
一个号码为0731-88598411的陌生电
话，说他在外欠了24万元，让他的家
人还钱，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家人险些上当。幸好孙先生及时知
道了此事，告诉家人不要相信。

2月27日(正月初九)，孙先生从
老家去济宁打工。离开家的第二
天，孙先生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有
一个湖南的陌生号码给家里打电
话找他，确认是不是孙先生家。孙
先生知道此事后，就告诉妻子，他
没有湖南的朋友，不用管它。

结果，号码为0731-88598411的陌
生电话一个接一个，两天打了十七
八个电话。“他就问我是不是孙某某
的妻子，还说我老公借了他24万元，
现在找不到他人，家里得还钱。”

孙先生及时给家里回了电话，
说没有24万元的事。

本报在此提醒，不要轻易相信
陌生电话，以防被骗。

黑衣男河中溺亡

警方疑为自杀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3月2日下午2点多，在芝

罘区卧龙西路勤河，一名男子在河
里溺亡，但他身上并没有任何身份
证明，派出所的民警也找不到他的
家属。下午5点左右，尸体被运离现
场。据民警介绍，河水并不深，男子
溺亡的原因可能是自杀。

2日下午4点多，记者现场看
到，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放在岸
边。据附近的环卫工人介绍，下午2

点多的时候，有人发现河里有个人
漂着，就报了警。这名男子被打捞
上来时，就已经身亡了。附近的居
民说，这条河里的水并不深，大概
有一米，成年男子掉下去肯定淹不
着，大家怀疑他是自杀。但悲剧是
如何发生的，大家并不知道。

据现场的民警介绍，溺亡的男
子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也没有
电话，所以暂时找不到家属。警方
照目前的情况推断，这名男子溺亡
的原因可能是自杀，应该是在当天
下午跳入河中的。男子大概50多岁
的样子，身着黑色衣服。下午5点左
右，男子的尸体被运离现场。

请李先生领取线索费20元

变造号牌车

牵出网上逃犯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军良 刘伟)

3月2日上午8点，烟台开发区交警
大队民警在长江路与泰山路交叉
口疏导交通期间，查获一辆悬挂假
车牌的黑色轿车。经查证，驾驶人
员曾在2013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安徽灵璧县公安局列为网上在
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已被移交派
出所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两两小小伙伙半半夜夜飞飞踹踹汽汽车车后后视视镜镜
先后约二十辆车遭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3月1日早晨，家
住芝罘区新平街、三道街的车
主发现，约20辆汽车的后视镜
被人为破坏。车“耳朵”莫名被
折断，车主们气愤不已，纷纷到
派出所报警。

两天来，在芝罘区三道街
做生意的姜女士郁闷不已，就
在2月28日深夜，她家的宝马轿
车后视镜被人故意折断，安装
在店门口的监控正好录下了全
过程。“如果不是有监控，我还
以为是被其他车蹭的。”姜女士
说，3月1日上午她得知附近许
多车辆后视镜都遭了殃。

2日上午，记者通过姜女
士门口安装的监控看到，2月
28日深夜11点56分，两名体型
高瘦的小伙进入监控视野，两
人走到车辆左前方，用手掰了
几下后视镜。57分04秒，平头
男子突然起脚，踹向后视镜。
见后视镜十分牢固，穿浅色上
衣的小伙又上来补了一脚。两
人轮番对后视镜展开“攻击”
后，后视镜便耷拉了下来。57

分15秒，两人“行凶”结束，便
迅速消失。

姜女士说，她常年经营鸡
蛋生意，平时习惯夜间在店门
口停车，不会影响他人通行。
她说，自己和家人根本不认识
监控中的两名男子，对两人踹
车的原因也不知情。“大过年
的，半夜飞脚踹别人车玩，想
起就来气。”姜女士说，就因为
两人不足一分钟的破坏，她付
出了 1万多元的后视镜维修
费。

记者走访获悉，被破坏车
辆集中在芝罘区三道街和新
平街。周围商店的3名目击者
介绍，被损坏的车辆约有 2 0

辆，多数车主是两条街周围的
居民。与三道街相交的新平街
并不算宽，但马路两侧停满了
私家车。新平街两侧有多栋老
式多层居民楼，楼前并没有规
划停车位。

据了解，目前已有十多名
车主向二马路派出所报案，派
出所目前已经立案，并派民警
连夜搜寻嫌疑人。派出所民警
提醒车主，遇到此类情况应及
时报案，并积极向警方提供破
案线索，以协助警方破案。

请张先生领取线索费20元

老老人人掉掉落落枯枯井井，，警警民民合合力力救救出出
原来他癫痫病发作，凌晨失踪下午才被寻获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文强 通讯员 沙琳杰

王冠中) 3月2日凌晨，莱州
市沙河镇一位老人癫痫病发作
不慎跌入枯井，到下午才被亲
友寻获。接报警后，莱州市公安
局沙河派出所、消防官兵与群
众合力将老人成功救出，整个
救援过程不到十分钟，使老人
得到及时救治。

2日下午2点20分，莱州市
公安局沙河派出所接到辖区东
杜村群众的报警：有人掉进了
沙河镇敬老院西面的一口枯井
内。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查看，发现井深六七米，且
井口很窄，仅能容一人下去，一

位60岁左右的老人正在井内吆
喝。

据枯井内老人的亲戚介
绍，老人犯有癫痫病，2日凌晨4

点从家中离开后便不见人影，
没想到在井里找到了他。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用
绳子准备将他拉出，但老人始
终不配合，拒不接受救助。民警
只好联系消防大队，请求支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根据
现场的情况迅速展开救援，派
出经验丰富的官兵深入井内，
一边和老人交谈，一边将绳索
系在老人腰间。井上面的民警
和群众一起拉动绳索终将老人
救出。从下井到救出老人用了

不到10分钟。
救出老人后，沙河派出所

民警将老人送到医院，做进一
步的救治。

跟跟男男朋朋友友去去登登记记，，却却发发现现已已经经““被被结结婚婚””
一查竟是身份信息被同村人冒用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樊友
泉 ) 莱阳的刘某跟男朋友去
登记，结果发现自己的婚姻状
况居然是已婚。原来，是同村一
个女子因为结婚时没达到法定
年龄，就冒用了刘某的身份信
息。日前，莱阳市法院依法撤销
了冒用人的婚姻登记。

2014年，莱阳的刘某和男

朋友选了个好日子，到当地婚
姻登记处去结婚登记，可登记
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婚姻状况
一栏居然是“已婚”。后民政方
面查询发现，早在2012年12月
份，刘某就已经和李某登记结
婚了。这让刘某十分震惊，这个
李某是同村人王某的对象，怎
么成了自己和他结婚了？

刘某事后查询得知，同村

的王某当年结婚时没有达到法
定的结婚年龄，是冒用了自己
的个人身份资料和李某到民政
部门登记结婚的。民政方面出
示了当时刘某和李某登记结婚
时需要的证件的复印件，的确
是刘某的信息无疑，民政方面
认为自己没有登记错误。

2014年11月，刘某向莱阳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

王某用自己身份信息和李某进
行的婚姻登记。莱阳法院审理
后认为，婚姻登记属于行政确
认行为。在婚姻登记中，婚姻登
记机关的职责是对当事人行使
婚姻自由权的合法性及结果进
行审查确认。王某信息均为冒
用刘某的信息。该市民政局据
此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因主要
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三道街一监控显示，一名男子正用脚猛踹轿车后视镜。 监控截图

在新平街，一辆轿车后视镜耷拉下来。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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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合力营救落井老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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