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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势力团伙被泰安警方打掉，20多名成员已落网

两两中中学学生生恶恶作作剧剧致致路路人人受受伤伤
学生家长赔偿伤者医药费500元

本报青岛3月29日讯（记
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朱海
生） 马上要到愚人节了，青
岛两名中学生恶作剧，模仿恶
搞视频“大哥别杀我”的情节，
一名路人误以为发生凶案吓
得转身就跑，被路边隔离墩绊
倒受伤。得知对方是恶作剧，
气愤不已的伤者报警。经调
解，两名学生的家长赔偿伤者
500元医药费。

3月28日晚上9点左右，市
民唐先生外出散步到阜阳路
路口时，发现一名十五六岁的
男青年慌慌张张从居民楼跑
出来，然后突然转身跪在地上

朝楼道方向喊“大哥，别杀我，
别杀我”。这突然的一幕让唐
先生惊呆了，没等他反应过
来，楼道内突然传出一声巨
响，男青年身体像中枪一样向
后仰倒在地，一动不动，唐先
生以为发生了凶案，吓得转身
就跑，由于太紧张，没跑两步
被路边隔离墩绊倒，整个人在
地上摔得打了个滚，胳膊肘和
膝盖一阵剧痛。唐先生挣扎着
要爬起来的时候，听到身后传
来哈哈大笑的声音。唐先生回
头一看，刚才躺在地上的男青
年正和另外一个男青年一起，
端着手机拍摄唐先生摔倒在

地的样子，同时不断哈哈大
笑。唐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恶
作剧后，异常气愤，起身找两
个男青年理论，将两人堵在一
个胡同里之后报了警。

市北公安分局开平路派
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经过
询问，两个男青年是青岛某中
学的学生李某和杜某。李某
称，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内看
到一段恶搞视频“大哥别杀
我”，感觉很有意思，想到马上
要到愚人节，就想照样子拍一
段视频然后发到网上。于是他
就约同学杜某到阜阳路伺机
寻找单独行走的路人恶作剧，

由他点燃鞭炮然后跑出居民
楼跪地假装中枪，杜某则拿着
手机躲在暗处拍摄，受伤的唐
先生是他们当晚恶搞的第一
人。

因为李某和杜某都是未
成年人，民警通知两人的家长
到派出所。大约半小时后，两
人的家长都赶到派出所，得知
自己孩子恶作剧导致路人受
伤，家长当即严厉批评了自己
的孩子，同时提出带唐先生到
医院做全面检查并赔偿医药
费用。经过民警调解，李某和
杜某的家长赔偿唐先生医药
费500元。

山东选调村官开考

4月上旬可查成绩

掉进骗子陷阱

公考生被骗六千元

本报菏泽3月29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张琰） 日前，
东明一男子因听信公务员考试有
答案，掉进骗子设下的陷阱，被骗
6000余元。

3月初，正是公考人员紧张备考
时期，某天一大清早，东明的邓某接
到了一条短信：“邓某你好，为你提
供××事业编考试原题+答案，电话
1886507××××，陈。”这条短信不仅
“知道”邓某正在准备当地的事业编
考试，还准确地说出了邓某的全名，
打消了邓某的戒心，于是他拨通了
短信上的手机号码。经过沟通，电话
那端的“陈老师”以3500元将两套考
试题+答案卖给了邓某及其亲属，并
说明答案以笔记本电脑的形式寄送
给邓某，要求邓某先支付40%的定
金，考试结束后将剩余的钱和电脑
一起返还，同时催促邓某说电脑有
限只有30台，要尽快汇钱，邓某于当
天上午通过支付宝将1400元汇给对
方，钱款到账后，“陈老师”声称三天
后会有工作人员与邓某联系。

三天后，邓某催促“陈老师”尽
快寄送答案，对方称工作人员“小
马”已经将电脑送往东明。半个小时
后，邓某接到了“小马”的电话，要求
邓某支付6800元的电脑押金，“陈老
师”也打来电话称电脑押金是为了
防止损坏电脑，原本两台电脑是
9600元，现在已优惠至6800元。邓某
称自己的积蓄只剩不到4000元。

电话中的“陈老师”于是与旁边
的“领导”商量，然后电话里传来了
翻纸张的声音，“领导”接过电话说：

“邓某，××年出生，曾经参加过×
×、××两地招考，挺不容易的，给
你优惠一下，只交一台电脑4800元
押金吧。”邓某听后，当下就同意支
付押金。几天后，当邓某再与“陈老
师”联系时，已经联系不上，此时方
知上当受骗。

本报济南3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芳） 29日，2015年山东省选

调村官考试笔试部分开考，内容包
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报考
人员可于4月上旬登录报名网站查
询笔试成绩。

根据笔试成绩，在合格分数线
以内，按选调计划1:3的比例，从高
分到低分分别确定面试人选，并在
报名网站公布面试分数线。将按照
相对集中原则在全省若干考点同时
进行面试。

针对此次考试内容，高联公考专
家李知远分析，综合知识与其他公职
考试有所不同，本次考试侧重考查时
事政治，类似“2014年国内十大新闻”
范畴的考查较多，山东省情省况也有
涉及，而在考前很多考生很关注的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等方面的内容考
查较少。这凸显了选调村官考试侧重
考查考生对于面向社会、面向基层
的综合知识的掌握情况。

2015年被认为是山东选调生的
“最佳报考年”。李知远介绍，2015年
全省共计划选调1500名，相较于去
年招录总人数增加50名。因为2014

年计划选调的1450名中包括应届高
校毕业生1300名及服务基层项目人
员150名，而今年的“选调村官”只招
录应届高校毕业生1500名。所以相
较于去年而言，今年全省应届高校
毕业生的招聘数量增加了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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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大农村工作室一副主任“权钱交易”

88年年受受贿贿3300余余万万获获刑刑66年年
本报青岛3月29日讯（记

者 周衍鹏） 曾任青岛市人
大机关农村工作室副主任的
崔某，在市农委任职期间，利
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所送现
金、银行卡、购物卡超30余万
元；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经
营活动提供便利。日前，经青
岛市两级法院审理认为，崔某
犯贿赂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记者了解到，2006年5月
至2014年5月，崔某在先后担

任青岛市农业委员会计财处
处长、财审处处长、办公室主
任、总农艺师、青岛市人大常
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室副主
任期间，利用负责提出扶持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信
贷等政策建议；分管对外合作
处、产业化处、果茶站的工作
等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
财物共计302600元。

案发后，崔某主动供述了
司法机关不掌握的受贿事实，
并通过亲属退缴赃款人民币

252600元。2014年12月，经崂山
区法院审理认为，崔某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多
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
应予惩处。鉴于崔某系自首，积
极退缴赃款，依法予以减轻处
罚。最终，崔某因犯受贿罪，被
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
依法没收全部赃款。

一审宣判后，崔某向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青岛市中院审理认为，受

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权钱交
易”，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接受
他人的请托并收受了请托人
或代理人的财物，其行为即具
备了这一特征。上诉人崔某利
用职务之便，收受了相关单位
的财物，承诺了为他人谋取利
益，则不论有无实际的谋取利
益行为，均不影响对其受贿罪
的认定。市中院认为，一审法
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得当，遂
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

2014年11月16日，泰
安小井村奇石市场发生
一起暴力事件，40多人砸
坏一商户两辆车，打伤4
个人，社会影响恶劣。泰
安警方成立专案组，查清
两名实际头目身份，公开
悬赏通缉，并逐个抓捕一
般成员。2015年3月26日，
头目全部落网，恶势力成
员已经到案20多人。

本报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徐宗忠 王琨

涉案人员接受警方讯
问。

纠集40多名青年

大打出手

泰安小井村奇石市场面
临拆迁，李某承包了这一拆迁
工程。一个商户搬迁比较慢，
李某和该商户谈了几次都没
谈成。2014年11月16日下午，
李某到奇石市场，看到这家商
户门口来了两辆车和五六个
人，打电话给该商户继续谈拆
迁的事。

电话里该商户说了句“敢
谈到里边来谈”，李某以为这是
对方在叫板，就打电话喊社会
闲散朋友来帮忙，说下午2点到
奇石市场对面的汽车站集合。
这个约那个，很快来了40多个
社会青年，还有人买来了白手

套和镐把。他们之间有些人互
相也不认识，戴上白手套是为
了识别“自己人”，以免误伤。

这伙人到店里打人砸车，
把人打成两个轻伤两个轻微
伤，砸坏两辆车，造成损失6万
多元。因为事发高速公路出
口，不少路过的市民和外地游
客都目击了这一事件，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

顶包被识破

两个头目落网

案发后泰安市公安局刑
警和治安等多个部门组成联
合办案组，侦办此案。迫于警
方压力，11月19日，涉案双方
达成赔偿协议，李某某和张某
两个人向警方投案。虽然投

案，但两人投案前串过口供，
交待的情况并不属实。

警方继续展开对其他涉
案人员的抓捕，到11月26日共
抓获了11个人。经过一个月的
摸排，基本摸清了该团伙的脉
络，确认了李某和曹某某才是
该案的主要头目，警方于12月
将两人列为网上逃犯。2015年
1月，警方发布通缉令，向社会
公开通缉二人。

通缉令发出后很快就有了
曹某某的线索，曹某某躲在莱
芜一个新建的小区里。民警包
围其住处后，曹某某不开门，但
由于过度紧张，在屋里弄出动
静。民警在屋外喊话，5分钟后，
曹某某举着手走出来。

办案民警又赶赴淄博、莱
芜、滨州等地，行程1000多公

里，连续摸排9天，寻找李某有
可能藏身的地点。2月28日，李
某迫于压力，向警方投案。

严打恶势力

将成为常态

两个主要头目落网后，其
他成员有的感觉自己没事儿
了，实际上警方的抓捕仍在继
续。有一次抓捕中，警方在网
吧查获一名涉案人员，和他一
起上网的四个人，警方一问姓
名，发现也都是涉案人员。到3
月26日，已经有20多名团伙成
员落网。

泰安市公安局打黑除恶
专项行动组负责人表示，对恶
势力零容忍，对恶势力的严打
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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