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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18日讯（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韩金
鹏 杨录新） 民警在一次巡
逻时意外发现吸毒人员，警方
顺藤摸瓜破获特大跨省贩卖
毒品案。犯罪分子利用快递包
裹贩毒，毒品藏在茶叶之中，
民警化装成快递员抓捕毒贩。
8月14日，犯罪嫌疑人田某被
茌平警方从广东押回茌平。

事情从今年4月12日说
起，茌平县公安局乐平铺派出
所民警巡逻时，发现105国道
西侧树林里停放着一辆白色

轿车，没有悬挂机动车牌照，
车上有几名年轻男子。民警上
前盘问，车上两名男子跳下来
撒腿就跑，另外两名男子被民
警控制住。经检查，民警在车
辆副驾驶座上发现了吸食毒
品的工具。

经讯问，车上的4名男子
是茌平人，都吸食冰毒，毒品
是从聊城东昌府区一男子何
某那里购买的。茌平警方成立
专案组立案展开侦查。6月15
日，何某迫于压力投案自首。
据其供述，毒品是从临清籍男

子王某手中购买的，他在王某
那里还见过大量毒品。

7月12日，警方获悉，王某
与广州一名绰号“宝哥”的男
子联系，购买冰毒1000余克，
准备通过快递邮寄到聊城。警
方制定了“守株待兔”的抓捕
方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接货
和藏身的快递公司及宾馆进
行秘密调查。7月19日，民警化
装成快递员，在东昌府区一家
快递公司院内守候，将前来接
收快递的犯罪嫌疑人王某一
举抓获，从其接收的快递包裹

内搜查出冰毒1 . 02千克。
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

击，将毒品层层包装之后，藏
在一个真空密封的茶叶袋里，
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一袋包装
精美的茶叶。警方随后抓获6
名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8月
4日民警赶赴广东，在当地警
方协助下掌握了犯罪嫌疑人

“宝哥”田某的行踪，在广州
火车站将田某抓获归案。办
案民警介绍，这是茌平县破
获的近年来数量最大的贩卖
毒品案件。

本报菏泽8月18日讯（记者 赵
念东） 经销某知名品牌酸奶也需
要交纳开户费？一男子利用其任职
某知名乳业集团地区销售代表的职
务便利，私自向经销商收取开户费3

万余元，并向多名经销商索要好处
费10万余元。目前，该男子因犯诈骗
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刑7

年，处罚金4万元，并没收非法所得。
王某原为某知名乳业集团酸奶

事业部菏泽地区销售代表，后因表
现良好，被任命为菏泽地区城市经
理。刘某是菏泽的一名经销商，平时
主要跟王某接洽。2010年10月1日，任
职菏泽地区销售代表的王某以厂家
收取开户费的名义，让刘某打款3 . 4

万元到他提供的指定账户。因刚开
始做经销商刘某并不清楚厂家是否
要开户费，便将钱打了过去。

“我交了3万余元的开户费，厂
家却没有提供任何单据。”刘某心生
怀疑，联系厂家才得知，不存在开户
费一说。随后，刘某报警。

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经侦大
队民警介绍，经查，王某在担任某知
名乳业集团地区销售代表期间，以
经销某品牌酸奶需交纳开户费为
名，骗取菏泽代理商刘某3 . 4万元，
占为己有，涉嫌诈骗。此外，在2011

年2月至2013年10月期间，王某利用
其负责济宁和菏泽区域某品牌酸奶
销售，对经销商的甄选、变更、撤销
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向多名经销商
索要好处费达10万余元，用于个人
支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近日，经牡丹区人民法院审理，
王某谎称经销酸奶需交纳开户费，
骗取他人3 . 4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
罪；王某在任职公司销售代表、城市
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向多名经
销商索要好处费10万余元，用于个
人支出，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王某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并处罚金2万元；王某犯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

索要开户费好处费

销售经理获刑7年

拍拍婚婚纱纱照照回回家家途途中中出出车车祸祸
轿车撞上护栏，3人受伤

快快递递茶茶叶叶里里藏藏着着一一公公斤斤冰冰毒毒
聊城警方破获特大跨省贩卖毒品案，多名毒贩被抓

本报淄博8月18日讯（记者 王
亚男 通讯员 冯岩） 17日15时
23分，淄博市公安消防支队万杰中
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命令称：博山
经济开发区张博复线汪溪村路口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中队
立即出动两辆车14名指战员赶赴现
场处置。

事故现场地面上散落着护栏钢
管和车辆零部件，经过强烈撞击后，
轿车已严重变形。司机和车座后排
上的一人受伤，副驾驶座上有一名
女子被困。消防官兵立即对副驾驶
座上的被困女子进行施救，被困女
子双腿被死死卡住，消防官兵利用
破拆器材进行破拆，经过多番努力，
被困女子被成功救出，送医救治。

现场围观群众称，轿车撞上马
路中间的护栏后，轿车内有人求救，
围观群众就赶紧报警了。据了解，事
故人员是一家5口，家住淄博淄川，
当天到博山拍婚纱照，不想回家路
上发生交通事故。

偷偷了了手手机机还还想想约约会会机机主主女女友友
小贼没等来美女，警察来了

本报烟台8月18日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孙婷婷

许铧文） 莱山一名小偷胆
子挺大，在盗窃了一男子手机
后，竟然根据手机通讯录上的
电话号码，向被盗手机男子的
女朋友发出约会邀请，结果美
女没等到，等来的却是民警。

8月17日晚上，一对小情
侣来到盛泉派出所报案，报案
男子房某称他的手机早上坐
公交车时被人偷走了，在这一
天的时间里小偷竟然用他的
手机多次给他的女朋友打电

话进行骚扰并要求约会。
“本想手机丢了自认倒

霉，没想到小偷居然猖狂到骚
扰我的女友。”房某说。民警让
房某的女友先稳住小偷，并同
意与小偷约会。

经过一番联系后，房某的
女友与打电话的男子约好第
二天上午9时在莱山某休闲广
场见面。第二天，民警开车载
房某的女友到约会地点后，房
某的女友打电话给男子，民警
发现广场西北角一商店处站
着一名可疑男子，民警立即上

前亮明身份并将可疑男子带
回派出所。男子交代他姓刘，
在一家物流公司干装卸工，由
于嗜酒成性，经常入不敷出。
没钱时，他便四处溜达寻找弄
钱的机会，两次作案偷窃手机
后，他都换了钱就去买酒喝。

17日早上坐公交车时，他
又一次将贼手伸向了车上的
一个小伙子，得手后，他将手
机卖了500元，一查话费卡里
还有200多元，就将电话卡放
进自己的手机里使用。

后来他在手机卡里发现

一个标注姓名为“宝儿”的电
话号码，于是便拨通了这个电
话，并对电话那头的“宝儿”讲
自己很有钱，想跟她交朋友、
约会。

被对方拒绝后，他仍反复
拨打电话骚扰。最后，对方答
应第二天与他约会后，他就按
约定的时间赶到休闲广场，没
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民警，被当
场抓获。更让刘某没想到的
是，“宝儿”就是手机失主的女
朋友。目前刘某因盗窃已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传播邪教书刊光碟，组织成员聚会百余次

七七旬旬老老汉汉入入邪邪教教获获刑刑三三年年
本报临沂8月18日讯（记

者 高祥 通讯员 李久彪）
沂南县一老汉加入“全能

神”邪教，5年内发展十余名教
徒，组织聚会百余次。近日这
名老汉因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被法院判刑三年，
缓刑三年。

办案法官介绍，韩某家住
沂南县辛集镇，今年已近70
岁。子女均已成家立业，韩某
只身一人生活。2007年秋，韩
老汉加入“全能神”后，被安排

在沂东小区第十八教会先后
尽“浇灌”、“带领”、“接待”本
分。韩老汉供认，他入会后，尽

“浇灌”本分六至七个月，“浇
灌”十余名教会成员，组织成
员阅读“全能神”书籍，观看

“全能神”光碟。之后，他又尽
“带领”本分三年左右，组织成
员聚会百余次，最少五六天聚
一次，收发“全能神”的宣传
品，收转宣传“全能神”的光碟
200余张、书籍140余本；尽“接
待”本分一年左右，他的住所

成为教会成员的接待之家，他
所组织的教会成员聚会均在
其家中举行。

加入“全能神”几年后，韩
老汉逐渐产生悔意。2012年夏
季，“全能神”发现韩老汉行为
消极后，决定对他实行“隔
离”。

2014年7月份，沂南县辛
集派出所民警发现韩老汉有
参加“全能神”邪教组织的重
大嫌疑，遂对其住所进行了检
查，在其住所内查获宣传邪教

的书籍、光碟等。经现场讯问，
韩某对其参加“全能神”邪教
组织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近日，沂南县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韩某传播邪教
书刊140余本、光碟200余张，
其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构成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鉴于韩某认罪态度较好，
后来又被邪教“隔离”，有悔罪
表现，且年龄偏大，依法可从
轻处罚，最终判处韩某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

事故现场。（警方供图）

的哥夜晚围堵

克隆出租车

本报烟台8月18日讯（记者 于
飞） 17日晚上9点多，一名的哥在
烟台牟平区东关路上偶遇一辆克
隆出租车，的哥当机立断将克隆出
租车堵在了小区里。的哥说，前几
天这辆克隆出租车还撞了他的车
逃逸了，这次终于将克隆出租车逮
住了。

“终于让我抓着了，看克隆出
租车这次往哪儿跑。”的哥将自己
的车横在牟平区东关路上的一个
小区门口，并打电话让朋友和同行
赶来。这名的哥说，身为出租车司
机本来就对黑车深恶痛绝，而且这
辆黑车还是克隆的，会给原车主带
来麻烦，虽然不是克隆他的车牌，
但是大家都想抓住这辆克隆车，更
让他气愤的是，前几天他看见这辆
车在路上拉客，想过去阻拦，可是
这辆克隆出租车蹭了他的车就跑
了。这名的哥说，最近他开车在路
上跑的时候一直留心观察，想抓住
这辆克隆出租车，正好在该小区门
口碰见了。

的哥一直将车横在小区门口，
没过一会儿，见那辆克隆出租车跟
着一辆私家车出来了，就赶紧上前
拦住。“他撞了我的车，没有不赔钱
的道理。”的哥想让克隆出租车的
车主过来，协调赔偿事宜。如果车
主不来，他就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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