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中整治“包小姐”、“办假证”、“枪支迷药”等违法行为

滨滨州州公公安安亮亮剑剑严严打打““小小广广告告””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张锦程 周贝贝)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
到，为严厉打击通过张贴小广告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全力做好

“创城迎审”工作，滨州市公安机
关从即日起至年底，将重点针对

“包小姐”、“办假证”、“枪支迷
药”等内容的小广告违法行为集
中开展亮剑整治行动。

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市
公安局成立集中整治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全警动员对街

头路面小广告开展摸底清查行
动，通过集中清理，凡涉及违法
犯罪的，逐一登记，深入调查取
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从严、
从重、从快打击辖区违法犯罪
行为。

前不久，滨城分局民警在清
理过程中发现城区黄河三路渤
海七路、黄河五路渤海七路附近
灯杆、地面、配电箱等多处张贴
有“包小姐服务”的广告，通过缜
密侦查民警发现这是一起典型
的诈骗案件，嫌疑人伙同他人通
过张贴广告在其中骗取所谓的

“预约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
查，民警最终在一出租房屋内将
犯罪嫌疑人杨某成功抓获。

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同
时，滨州市公安机关还强化巡
逻力度，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
街面，滨城、经济开发区、沾化
三个分局刑侦、特巡警、派出所
等部门联勤联动，对公共场所、
重点区域、部位采取蹲点守候、
车巡、自行车巡、步巡等多种手
段，重点围绕涉及违法犯罪小
广告问题，点面结合，盘查可疑
人员，努力抓获现行。加强与城

市管理部门沟通联系，形成工
作合力，探索有效工作机制，努
力从源头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发
生。

在此，警方也提醒广大市
民，小广告常被用来实施诈骗犯
罪，声称先付费后提供“服务”多
为诈骗谎言，千万不要轻信；办
理假证、刻章是犯罪行为，买卖、
使用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
明文件、印章同样触犯法律，也
要追究相关责任；乱涂乱贴小广
告也是违规违法行为，视情节予
以处罚。

五千零钱换整钱

差点被骗走两千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杜大伟 ) 6日，
惠民上演了一出“零钱换整”的
骗局，一受害人差点被骗 2 0 0 0

元，好在及时逮住骗子，追回损
失。

6日下午，一名操着外地口
音的男子来到惠民县某医院收
费窗口，恳求工作人员李大姐能
帮忙把五千元的零钱给换成整
的。李大姐心想反正是用零钱
多，于是就换给了这名男子。该
男子接过整的钱点了一遍后，又
说不换了，便将钱还给了李大
姐，李大姐也把零钱还给了外地
男子。

男子走后，李大姐感到不
对，连忙再把钱点了一遍，发现
少了2000元钱，于是立马喊人在
医院大门口追上了那名男子。大
家一起把该男子带到收费处，该
男子坚称不可能骗钱，要求李大
姐再找找其他地方。果然，李大
姐在办公桌上找到了那2000元
钱，但李大姐越想越不对劲，钱
给了他后就没有分开放，怎么会
出现在别处呢，于是打电话报
警。

惠民县城关派出所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在听取了李大姐的
讲述后，民警也感到可疑，立即
对男子进行询问，但该男子显得
很无辜，连称冤枉。民警于是调
取监控录像，发现前期男子在清
点整钱的时候速度很慢，但是在
李大姐回头的一个瞬间，该男子
迅速抽了一沓钱放在了自己的
口袋里。大家将该男子带到收费
处的时候，又发现该男子趁着背
对着大家的时候偷偷把一把钱
放到了办公桌的一个位置，而该
位置正是李大姐发现2000元钱
的地方。民警果断将该男子带回
派出所进行讯问。

挨挨家家挨挨户户

送送安安全全经经
为进一步做好文明交通安全

宣传工作，切实加强广大交通参
与者安全文明出行意识，无棣交
警走进村庄积极开展“进家门送
安全”宣传活动。民警头顶烈日，
挨家挨户发送交通安全知识手
册、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关于
加强摩托车、电动车交通安全管
理的通知等交通安全出行宣传资
料，提升村民安全出行意识。
本报通讯员 文杰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摄影报道

点击木马短信

银行卡被盗刷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手机
的便利，如今社会上几乎人手一
部手机，然而不法分子利用手机
木马病毒行骗却让人防不胜防。
近日，阳信县域内发生一起受害
人打开手机中一条短信链接中病
毒，导致手机绑定的银行卡里资
金被莫名盗刷的案件。

5月15日，阳信的叶先生到经
侦大队报警称：其手机收到一条
短信：“叶XX,赵明(化名，系叶XX
的 朋 友 ) 叫 你 看 一 下 ，
t.mail. 189 .cn/nck6qz”。叶先生打
开网址链接，手机就自动安装软
件，之后收到提示“手机不匹配”。
过了一个小时，叶先生又收到
10086214的短信提醒“您的手机
已安装第三方支付软件，取消请
发送0000到10086214”，叶先生照
做后，之后没再理会。过一段时
间，叶先生收到一条消费100元的
提醒短信，觉得不对劲，于是其到
银行去查账单，却发现自己的银
行卡被盗刷5笔，盗刷金额总计为
6万余元。

民警提醒：此类案件作案手
段隐蔽，欺骗性强，较难侦破，应
引起高度重视，市民对陌生号码
发来的带有不明链接的短信不要
轻易点击，如果点击短信连接后
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应立即应及
时将手机SIM卡拔出后直接关
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通讯员 周敏)

代还信用卡圈套重重

贪贪图图回回扣扣，，ppooss机机主主被被坑坑
8月1日，随着将潜逃到

山东省肥城犯罪嫌疑人梁某
春、孙某愿、李某成、李某玉
四人的抓获归案，一起诈骗
得手仅6天的POS机还卡诈
骗案被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区
分局快速侦破。

7月25日，分局接到报案
称，滨州经济开发区水清木
华小区门口奕阁五金店店主
冯某某当日接到一陌生男子
电话，需要冯某某帮忙还信
用卡后再用POS机刷出现金
并支付一定的手续费。冯某
某禁不住高额手续费的诱惑
就同意了陌生男子的要求。
后该陌生男子让一出租车司

机给冯某某440元手续费及
信用卡信息，冯某某按信用
卡号试探性还款、并取现金
10000元成功，之后又还款、
取现金30000元也成功。当日
下午13时许，该男子再次让
出租车司机来到店中给冯某
某另一张信用卡并从中刷出
3 1 0元 手 续 费 ，还 信 用 卡
28000元现金后准备刷出现
金时，显示该卡已挂失，冯某
某被诈骗28000元。

接报后，滨州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立即开展侦查工
作，根据受害人及出租车司
机提供的线索，办案民警赶
赴沾化区，在沾化区公安局

的大力配合下，最终在沾化
区一宾馆内发现嫌疑人的线
索。经办案民警的缜密调查，
8月1日，在泰安肥城市尚客
优快捷酒店内将四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归案。

经进一步调查，犯罪嫌
疑人梁某、孙某、李某、李某
某自2015年7月份结成犯罪
团伙，窜至滨州开发区、沾
化、无棣、阳信诈骗作案4起，
涉案金额8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通讯员 颜红兵 段海涛)

警惕投资公司开设开展非法集资活动

轻轻信信高高利利息息，，网网络络放放贷贷被被骗骗
2015年上半年以来，滨

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经侦
大队陆续接到河南、四川等
地群众报案，称自己在借助
P2P网络借贷平台实施放贷
过程中遭遇损失，金额几十
万元不等。

案情中所涉及的公司都
是通过网络P2P借贷平台，
以高息和承诺100%保本为
诱饵，利用互联网针对不特
定的网民进行集资活动。突
然之间，借贷平台停止运营，
法人代表和股东失踪，投资
者的资金都打了水漂。此类

犯罪案值巨大，以互联网为
媒介，涉及面广，传播速度
快，组织方式灵活但隐蔽性
强，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犯
罪手段。

以上涉案的P2P融资平
台运营模式一般为：客户在
平台注册成为会员后，通过
第三方快捷支付或银行转账
两种方式进行充值，充值后
可对平台公布的借款项目投
标出借资金。众多的资金出
借者以不同利率竞相投标，
网络平台在竞标结束后自动
形成利率最低或者较低的贷

款组合，从而将借贷双方自
动匹配成借贷关系。借款期
限有3天、1个月、2个月、45天
等不限，到期后本金和利息
自动结算到客户注册的账户
内，客户可随时提现到自己
绑定的银行卡内。

民警提醒：出借人不应
过分追求高利率的借贷回
报，应当综合考虑利息收入
和资金风险，作出理性的投
资选择。避免借款人利用高
息诱饵吸收大量资金后，直
接卷款潜逃犯罪的发生。

(通讯员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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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水泥板

盗窃回家铺门前

本报讯 近日，发生在阳信
县辖区内的铁路沿线水泥板被
盗案件成功破获，被盗的水泥板
陆续被追回，而盗窃水泥板的人
也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行政处
罚。

7月下旬，中铁四局北京分
公司德大铁路项目部的工作人
员到阳信县公安局洋湖派出所
报警，称在铁路沿线修建排水沟
所用的水泥板被盗。洋湖派出所
民警迅速出警，赶赴被盗现场及
时调查，同时对周边村庄开展排
查工作，随后在辖区内杨某、崔
某家门前发现了部分被盗的水
泥板。经询问，崔某、杨某二人如
实交代了使用小推车，在就近的
铁路便道上盗窃水泥板的违法
行为。

经调查，少数群众抱有侥幸
心理盗窃铁路沿线水泥板，用于
铺在自家门前，还有的是看到别
人把水泥板搬回家也去“顺手牵
羊”。民警提醒，诸如此类的行为
都是盗窃行为，势必会受到法律
的处罚。 (通讯员 张晓晓)

警务快讯


	U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