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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遭遭的的哥哥调调戏戏，，女女乘乘客客机机智智脱脱身身
涉事司机被解雇，出租车公司道歉

本报青岛5月27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讯员 赵宁）“90后”
女孩王某在担任老年人保健品公司
销售员期间，与82岁的独居老人杨
某熟识，取得老人信任后，她多次编
造谎言向杨某“借款”。后来王某向
老人借钱被拒绝，她就将事先准备
好的安眠药投放到水杯中将老人迷
昏，趁机拿走存折、现金等财物。日
前，王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1年。

2012年4月以来，王某在青岛某
保健品公司担任销售员，82岁的老
人杨某经常到保健品店购买保健
品，两人渐渐熟识起来。为了推销保
健品，王某经常到老人家中“走访”。
王某一直对老人很客气，嘴又甜，慢
慢地老人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孙女看
待，有时留她在家里吃饭。后来，王
某想利用老人的善良和对自己的信
任骗点钱花。在老人面前，王某假装
经济困难，编造了给孩子上户口、奶
奶生病住院、还高利贷等谎言，多次
向老人“借款”共计78000元。一次，
老人带她去银行取钱时，王某偷偷
记下了老人存折的密码。

2013年8月，王某又去找老人借
钱，老人觉得王某一直借钱不还，就
不想借给她了。借钱遭拒，王某感到
很窝火，就去药店买了一盒安眠药，
到了杨某家中，趁老人不备，将安眠
药投放到老人平日喝水的水杯里。
等老人喝了水昏迷后，王某趁机将
老人身上的现金、抽屉里存折、欠条
偷走，随后到银行将存折里的18000

元钱全部取走，并很快挥霍一空。
日前，李沧区检察院以涉嫌抢

劫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
抢劫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并
处罚金6万元。

下药迷昏老人

抢劫获刑11年

房子没完工

售楼处关门了

2013年5月，家住滨州博
兴县的刘女士在豪门·翡翠城
以61万元按揭买了一套120平
米的房子，开发商为山东长河
豪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双方
合同约定 2015年 3月 20日交
房。眼看到了交房日期，刘女士
却发现楼房没有完工的迹象，
而且很多施工队陆续停工了。

不久，刘女士便听说开发
商“长河豪门”因为非法融资老
板被抓的消息。“这个公司在博
兴开发过两个楼盘，都是如期
交房，那两个小区质量很好，我
们因此才在这里买的房子。没
想到现在不但不能按期交房，
连盖都盖不完了。”刘女士说，
豪门·翡翠城一共有28栋楼、
700多户，现在房子基本都卖
出去了，但是都无法交房。“他
们盖的一期房子现在已经交房
了，但是手续好像也没有办
全。”

“过了年之后其实还是在
正常施工的，后来听说开发商

在德州那边的公司出事了，拿
不出钱来，工程队就都撤了。”
刘女士说，“我们给售楼处打电
话，一直回复说正在协调，但是
没有结果。上个星期再打电话
的时候就没人接了，过去一看，
发现售楼处已经关门。”

工程款发不下来

施工队停工

26日，记者来到位于博兴
县博昌一路的豪门·翡翠城。高
大的“豪门·翡翠城营销中心”
门牌还矗立在门口，下面是“豪
门·翡翠城交房在即，黄金广告
位对外招商”的标语。小区里沙
石、砖头遍地，塔吊、搅拌机都
没有撤，未完工的楼房有两栋
已经做好外墙，其余只是楼体
基本完工，现场没有施工人员。

记者来到工地南边的售楼
处，售楼处大门紧锁，里面空无
一人。另一侧的工程办公室，大
门也上了大锁。附近一位环卫
工人称售楼处已经连续几天没
人上班了。记者在一座楼里找
到一对留守看工地的老人，老
人说，由于工程款发不下来，施

工队在半个月以前就陆续停止
施工了，目前只是个别楼上留
下看工地的人。

开发商被抓

四百余业主盼房

27日下午，博兴县建筑业
管理局党组书记鲍巍告诉记
者，豪门·翡翠城自2012年开
工建设，共分为三期工程，全部
房屋包括729套住房，已出售
709套，其中265户住房已经交
付。原定计划全部房屋于2016
年底交付，现已停工。

记者从多方面了解到，一
期工程原定于2014年9月20日
交房，也曾因施工资金不到位
出现停工现象，而往后延期了
两个多月。日前，山东长河豪门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老板因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抓。

“这是豪门集团在博兴的
第三个项目了。三年前，豪门集
团参与招商，建设豪门·翡翠城
项目。”鲍巍告诉记者，前两个
项目豪门庄园、美景天城建设、
运营情况较好，并且豪门集团
在惠民、阳信、商河、平阴等地
都有房地产项目。记者从豪门
集团官网了解到，豪门集团自
2003年涉足房地产业，十余年
来先后在德州、滨州、泰安、济
南、潍坊等地开发楼盘近 2 0
个。

709套已出售的住房中，
除265户业主拿到住房钥匙，
其余444户业主虽已交款，但
房子仍在等待中。目前，博兴县
政府正在积极协商解决方案。

开发商老板被抓，楼房停建

444444户户交交了了钱钱，，房房子子成成““画画饼饼””
开发商在德州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抓，在滨州

的房地产项目怎么办？近日，豪门集团在滨州博兴县的房
地产项目豪门·翡翠城停工停售，虽有265户业主已拿到钥
匙，然而其余444户交了钱的业主却被开发商“放了鸽子”。

25日，有女网友发帖
称，24日23点25分在青岛
万象城附近乘坐了一辆
车牌号为鲁UT5090的青
岛华青出租车，上车后，
出租车司机用“我想你”

“一起出去玩玩”等语言
调戏她，并向她索要电话
号码。帖子中还附带了出
租车驾驶员资格证和车
票的照片。记者采访证
实，出租车司机调戏女乘
客一事属实。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杜雅楠

售楼处大门紧锁。

本报记者 官文涛

女子深夜乘车

遭的哥调戏

25日晚，一个《打车别坐
副驾！深夜独行女性遭遇青岛
流氓出租车司机！》的帖子引起
了网友的关注，发帖人是在24
日23点25分在青岛万象城附
近乘坐出租车的一名女乘客。
该女乘客称，24日晚11点多，
她下班回家，乘坐了一辆车牌
号为鲁UT5090的青岛华青出
租车。上车后不久，由于没有带
钱，她想用手机支付车费，但司
机要求她给其充50元话费，以
抵消车费，多余的钱，司机可以
再给她。最终，与司机达成协
议，她给司机手机充值30元，
当做车费。

随后，司机开始索要女乘
客的电话号码，被女乘客拒绝。

“那我想你怎么办？”出租车司
机说。听到司机有些耍流氓，女
乘客一时慌了神，说，“好好开
你的车，不然我就下车。”司机
见女乘客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把出租车开得越来越快。女乘

客不断提醒司机慢点开，“慢点
开，看着点路。”而司机却越来
越嚣张地调戏女乘客，“我只顾
看你了，哪有心思看路！”“咱
俩一起出去玩玩吧……”见
司机越来越不正经，女乘客
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条求助
短信，随后，同事的男朋友打
来电话，女乘客将通话声音
调大，“你到哪了 ?我今晚出
警 抓 酒 驾 了 ，要 不 要 去 接
你?”司机听后连忙说道：“妹
子 ，我 就 开 个玩笑，你别当
真。”到了目的地后，女乘客赶
紧下了车，才摆脱了司机。

半年违章50多起

扣了205分

网友所述是否属实？2 7
日，记者对司机深夜调戏女乘
客一事进行了采访。青岛华青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六分公司经
理李靖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
调取车内录音，证实司机调戏
女乘客一事属实，公司已主动
向女乘客道歉，女乘客也接受
了道歉。记者了解到，调戏女乘
客的司机是班某，而非帖子中
出租车驾驶员资格证照片上的

程永远。
记者进一步采访得知，

程 永 远 是 车 牌 号 为 鲁
UT5090的车主，同时是白班
司机，班某是程永远雇用的
夜班司机。据介绍，班某进入
出租车公司时，无交通事故
记录，无投诉等不良记录，符
合出租车司机的招聘条件。
但 从 班 某 进 入 公 司 半 年 多
来，交通违法、事故频发，“到
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他就有
50多起违章，总共扣了205分
了，还有交通事故未处理。”
程永远告诉记者，班某今年
56岁，离过两次婚，至今是单
身，有一个 4岁大的孩子需要
他养活，再加上夜班司机难
找，所以一直没有辞退班某。

25日，女乘客将出租车牌
号和出租车驾驶员资格证照片
在网上曝光后，车主程永远跟
着趟了浑水。“这个事在网上曝
出来以后，我一晚上没睡觉，邻
居见了我都骂我。去加油站加
油，看到我的车牌号，都不给我
加油。可事实上，这事根本不是
我干的。”程永远告诉记者，现
在都不敢出门，怕被别人指指
点点。

涉事出租车司机

被解雇

27日，华青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六分公司经理李靖找到司
机班某进行核实，班某承认跟
女乘客开过玩笑，但不承认对
女乘客进行过调戏。随后，公司
调取出租车内的录音与班某进
行对质。对于为何索要女乘客
电话号码，班某解释称，由于当
时女乘客用话费抵车费，担心
话费没有到账，这才索要电话
号码。此外，对录音中的“那我
想你怎么办”一句，班某称当时
是说“那我找你怎么办”。对于
当时班某对女乘客说的其他
话，班某称只是开玩笑。

“班某有口吃，说话声音沙
哑，录音里听不清楚他说‘我想
你’还是‘我找你’。”李靖告诉记
者，班某对女乘客说的其他话确
实存在不当，已违反出租车驾驶
员应使用文明用语的相关规定。
记者了解到，由于女乘客未向出
租车主管部门投诉，只能由出租
车公司进行内部处罚。目前，华
青出租车公司决定解除与班某
的合同。

本报济南5月27日讯（记者 尹
明亮） 5月24日，由团省委、省科
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学联及
鲁信集团共同主办，山东师范大学
承办，鲁信创投协办的第十四届“挑
战杯”·鲁信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山东师范大学
落下帷幕，168件来自全省大学生的
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及科技创新作
品在现场进行展示。

在此次“挑战杯”比赛中，共有
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创作、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
术论文等大学生作品参赛。在比赛
的展示现场，不少大学生的作品让
人眼前一亮。干电池回收处理机、秸
秆集束打捆机、冬枣自动收获机等
不少发明十分实用，山东大学学生
殷子炫则带来一个自己发明的“油
品照妖镜”来参赛，用的油是不是地
沟油，一验便知。

据介绍，在决赛现场，168件作
品是从全省 4386件作品中经过初
赛、复赛后脱颖而出的。决赛中，经
过现场质询、个别问辩等环节的激
烈角逐，竞赛评委会最终评出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海底管道切割机
器人》等50件作品获得“挑战杯”山
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第十四届“挑战杯”·鲁信山东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
全国竞赛的选拔赛，在比赛中，青岛
大学等40所高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山东大学捧得竞赛最高荣誉“挑战
杯”，山东师范大学等九所高校夺得

“优胜杯”。

大学生科技作品

50件获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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