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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氤氲，浪漫流泻，执子之手，与子携
老。浪漫七夕，真爱无限。又是一年七夕光
景，百大金鼎为你的真心架起一座鹊桥，特
别的礼物献给特别的你！想要既代表心意又
不落俗套，那就来看看这个七夕送礼全攻略
吧！8月14日起百大金鼎推出“爱在七夕 定
格幸福”大型促销活动，劲折扫货夏品低至2
折，秋装新品6折起抢鲜上市。

幸福承诺 珠宝名表闪耀七夕-谢瑞
麟、六福、周生生黄金优惠40元，特价款5 .8
-7折。潮宏基黄金优惠20元。金至尊K金、镶
嵌7 .8折。周大生黄铂金优惠10-40元+两重
惊喜。金伯利预交77元抵500元，满5000送咖
啡机。IDO专享9折，送情书礼盒，试戴有好
礼。七夕名表惠，国产表8折，进口表8 .5折。

爱情不老七夕节 幸福相约在金鼎-
爱美的姊妹们注意啦，日化满200减40/30，

兰芝、进口高丝、泊美、自然堂、Za等多家品
牌七夕更魅惑！

关注百大金鼎微信平台获得丰厚礼品
-柔情似水，佳期已近；纤云弄巧，七夕传
情。齐鲁晚报、百大金鼎“荣诚月饼杯”最美
新娘微信评选活动火爆进行中……勇敢
爱，有爱就要晒出来！百大金鼎冰雪皇后
DQ杯第1期微信评选大赛，鼓励你的宝贝
秀出勇敢！

满满地爱意，满满的感激，期待、静候
绚烂时光，惊喜时刻。8月20日相约金鼎，共
享时尚人生，2015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暨时
尚模特秀与您相约。百大金鼎女装免单月
抽奖活动霸气上演中！在聊城各大媒体的
见证下，邀请顾客现场摇奖，免单品牌在免
单日的销售全额返还！敬请期待。

（高振红）

百百大大金金鼎鼎““爱爱在在七七夕夕 定定格格幸幸福福””

————情情浓浓一一生生 相相约约金金鼎鼎

发发短短信信谎谎称称办办信信用用卡卡骗骗得得88万万元元
三名男子因信用卡诈骗罪获有期徒刑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孟

倩) 湖南籍的三名男子利用办
信用卡的方式骗取了受害人8万
元。近日，东昌区法院依法审理
了该案，以信用卡诈骗罪将这三
名男子判刑。

三名男子分别为李某、张
某、孔某，他们经事先预谋，通过
短信群发的方式向菏泽和聊城
不特定用户大量发布诈骗信息，
声称能够办理信用卡。

3月10号，陈先生与李某取
得联系，称想办理20万元额度的
信用卡，并按李某的要求，4月5
日在聊城市某银行办理了一张
银行卡并存入8万元，在银行预
留 了 李 某 所 提 供 的 手 机 号
1586512****，将个人身份证号及
办理的银行卡号提供给了李某。

随后被告人李某以蒋某的
名义注册了支付宝，通过快捷支
付的方式将蒋某卡内存款共计
79800元转入支付宝内，又从支付

宝转入了李某从网络上购买的
两张农行卡和一张建行卡内。

钱转出后，三被告人将骗取
的上述款项全部取出，李某、张
某各分得3万元左右，赃款用于
个人消费。案发后，被告人退还
赃款8万元，发还被害人陈先生
79806元。被告人孔某在明知李某
与张某实施信用卡诈骗的情况
下，为二人提供帮助，负责接听
诈骗电话，帮助取款。

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三名被告人骗取他人信息资
料，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数额
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信用卡诈
骗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成立。

被告人张某、孔某能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系自首；三被告人均自愿
认罪，认罪态度较好，且已退赔
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故依法
对被告人李某从轻处罚；对被告
人张某、孔某减轻处罚。综上，根

据三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
刑罚，遂做出以下判决如下：被
告人李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 000元；被告人张某犯信用卡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55000元；被告人孔
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
元。

延伸阅读

信用卡诈骗常用的九种手段
信用卡诈骗 (又叫信用卡诈骗

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
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
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为
让广大市民进一步了解信用卡诈骗，
东昌府区法院法官根据近几年所办
理案件，总结出犯罪者常用的九种诈
骗手段，提醒卡友们避免财物损失。

1、制造信用卡被吞假象。骗子
先在ATM机上做手脚让你的卡取
不出来，然后伪装成好心人在一旁
提醒你重新输入密码。当你操作无
效到银行营业厅询问时，“好心人”
便会将卡取走。

2、伪造网站诱人上当。骗子将
真正的银行网站进行克隆，然后在
上面发布广告称网上银行正在抽
奖。当你点击进入后，就会被要求
输入卡号和密码。

3、短信通知“亲切”指导。骗子
冒充银行工作人员通知你的信用
卡在某商场刷卡消费成功，并留下
查询电话。当有疑问的你打电话询

问时，骗子会“亲切”地指导你到
ATM机上操作，用种种说辞诱导
你把款转到他指定的账号上。

4、借付款之名诈骗。骗子想方
设法查找到某些公司的资料后，打
电话假意称要订货先付部分订金，
请财务人员及时查收。一两天后，
骗子再次询问是否收到货款，当财
务人员回答未收到时，骗子会提供
一个所谓银行的电话号码要财务
人员电话核实，而这个自动接听电
话 接 通 之 后 ，就 会 提 醒 你 输 入 账
号、密码，当骗子取得账号、密码后
马上会伪造身份证到银行取款。

5、电话联系索要密码。骗子谎
称你的信用卡被人盗用，犯罪嫌疑
人已被抓获，要求受骗人把卡号和
密码报给“银行工作人员”，以免

“信用卡被冻结”。当你将相关资料
告知骗子后，信用卡上的金额就会
被盗。

6、先偷窥密码再下手。当你在
ATM机上取款或刷卡消费时，小

偷已暗中跟踪并记下你的密码，而
后伺机将你的银行卡偷走盗用。

7、贴张“通告”诱你转账。骗子
常在ATM机上贴一张诸如“银行
系统故障，请按下列流程操作，否
则后果自负”之类的通告，当你按
照提示操作时，就会把卡上金额转
给骗子。

8、演 双 簧 瞬 间 调 包 。当 你 办
完 业 务 尚 未 取 出 卡 时 ，旁 边 有 人
问你问题。趁你转头说话的间隙，
旁边另一个人已经把你的卡调了
包。

9、偷窥受害人个人信息。一些
顾客办理银行业务时对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不强，于是有的骗子凭其
超强的记忆力，将被害人的信用卡
号、身份证号码、姓名、银行卡密码
记下来，然后伪造被害人身份证到
银行开通网上银行，将受害人的存款
占为己有。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孟倩

谎谎称称急急需需回回家家接接连连骗骗取取88辆辆电电车车
男子被以诈骗罪判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李景清 魏武) 一男子在1

个多月的时间里，游走于阳谷
张秋镇，以自己开车撞人、急
回家拿钱等各种理由取得被
害人的信任后，多次骗走被害
人的电动车。近日，阳谷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
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一万五千元。

2014年8月，在阳谷县张
秋镇卫生院内，李某谎称其母
亲住院急需去朋友家借钱，

“借取”受害人张某价值2640
元的电动三轮一辆。而后在该
镇一修车店内，以将电动车

“暂押”之名骗取赵某300元。
后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李某
冒用“黄立”、“贺帅”之名，分
别虚构了“自己开车撞了人，
急需回家拿钱”、“家中有病人
急需回家”等谎言，骗取崔某、
侯某、李某等人的电动车共8
辆，价值1 .3万余元，而后分别
在该镇卫生院、镇中学、宾馆、
超市、网吧等部门以每辆车
300元、500元不等的数额“暂

押”给展某、王某、武某等八
人。2014年 12月在李某又以

“暂借”的名义行骗时，被派出
所民警抓获。

在法院开庭中，被告人李
某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但辩
称自己被抓获时正准备去投
案自首。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9次
共计1 .3万余元，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派出所民
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
疑，被告人看到民警后神色慌

张，在接受民警调查时言语支
支吾吾，且谎称别名，后民警将
其带回派出所，经盘查知其系
网上逃犯，遂将其抓获。被告人
故意隐瞒事实，无自动投案的
主观意识，故其辩称被抓获时
正准备去派出所投案，构成自
首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
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法院依法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
千元。

两两月月网网上上公公告告
送送达达7700余余条条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李彬 赵乐天)

目前，随着基层法院受理案件
数量不断增多，公告送达的适用
率大幅度提高，为切实提高办案
效率，阳谷法院自五月中旬起开
展网上公告送达，截止目前已发
公告70余条。据悉，这是全市首家
开展网上公告送达的法院。

今年5月中旬，阳谷法院结合
新出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
作提高办案效率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中最大的
亮点在于改进了公告送达方式。
该《意见》规定：公告送达依法采
用在法院政务网站刊登送达公告
和在法院的公告栏与受送达人住
所地张贴公告三种方式一并进行。
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公告送达
方式有特殊要求的，从其规定。为
了落实该公告送达方式，阳谷法院
在本院门户网站开辟了“公告送
达”专栏，以降低当事人缴纳公告
费的成本，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
案效率。据悉，这是全市首家开展
网上公告送达的法院。

据该院相关的负责人介绍，
改进这一公告送达模式的依据是
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同时为了使三种公告方式一
并送达更为规范，该院还特别规
定了在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
告，应在受送达人住宅和其所在
村 (居 )委会、社区公告栏均予张
贴，同时向其未同住父母或成年
子女书面告知，尽可能保障当事
人知情权。在法院政务网站刊登
送达公告的应打印公告网页，在
法院的公告栏与受送达人住所地
张贴公告的应拍照、录像，制作照
片或光盘附卷。

通过在法院门户网站开展公
告送达工作，大大减轻了当事人
诉讼成本，法官们的办案效率也
明显得到了提升。截至目前该院
门户平台公告专栏已发公告70余
条，办案法官和当事人均表示门
户网站公告送达模式方便、快捷、
成本低，该做法真正的将司法为
民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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