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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名名大大学学生生陷陷““00元元购购机机””陷陷阱阱
中介为其办理分期贷款称不用还贷，一个月后收到高额还贷通知

城城际际公公交交撞撞上上拉拉煤煤车车1166人人受受伤伤
此前就曾刮到另一辆拉煤车尾部，仍上路继续行驶

本报枣庄8月19日讯（通
讯员 马燕 王浩然 记者

王开元） 18日下午4时许，
在枣庄山亭区西集镇朱屯村
富山修理厂附近，一辆从枣庄
开往滕州的城际公交车与一
辆停靠在路边的拉煤半挂车
发生碰撞，公交车16名司乘人
员受伤。19日，记者从医院了
解到，目前还有11名患者住院
治疗，其他人已出院。

据了解，这辆从枣庄开往
滕州的城际公交车的发车时
间为8月18日下午3点，车辆行
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西
集镇朱屯村就发生了这起事
故。在此次事故中受伤的马先
生回忆，出事前他坐在驾驶员
后面的第三排，这起事故之
前，大概在西集市政府附近，
就曾发生一个小事故。当时公
交车车头的一个部件刮到了

一辆正在行驶的拉煤车的车
尾部，并发出巨大的声响，不
过好在有惊无险。

马先生说，事后公交车继
续行驶，后来自己不知过了多
久，突然感到一次巨大的撞
击，眼前一红，然后自己就什
么都不知道了。16岁的曹圣嘉
告诉记者，自己坐在副驾驶的
位置，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
第一次小事故没有把他吵醒，
但第二次事故后，他只记得当
时浑身很疼，被抬着送进救护
车里。

19日，记者来到了枣庄矿
业集团枣庄医院的急诊科，急
诊科主任吴勤英告诉记者，18
日下午4:15，医院接到了来自
120指挥中心打来的电话，调
度医院参与接收伤员，院领导
在了解到情况后立刻启动了
应急预案并开通了绿色通道，

派出两辆救护车去接伤员。此
外，医务部、护理部、在家休班
人员，还有相关科室全部准备
妥当，医疗和护理人员全部到
位，使得所有的病人在1个小
时之内得到了救治。

19日，患者家属说，事故
已经发生一天多，一直也没人
出面给家属一个解释和安慰。
山亭区交警大队事故科工作
人员表示，事故发生的原因目
前正在调查。

非法张贴小广告

电话将被停机

在职教师不敢代课

培训机构“卖学生”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者 白
雪） 泰安市远航教育暑期招了新
高一学生上衔接班，对外宣传是在
职教师授课，但因风声紧，原本确定
的教师临时爽约，不敢出来教课。远
航教育随后和家长协商退费或者去
另外的辅导班上课，最终有一名选
择退费，其他选择去上。家长们对此
挺不满，认为辅导班是在“卖学生”。

18日，一位家长反映，远航辅导
班招完新高一的学生就不管了，快
到上课了没有老师，让孩子去别的
辅导班上课。“这不是卖学生吗？这
种做法太可气了，没有能力就别招
生，别耽误孩子。”

19日，远航教育一名教师说，暑
期前宣传时承诺在职教师授课，没
想到今年风声紧，教育局严禁在职
教师代课，原本确定好来的老师突
然不来了。“因为在职教师临时不
来，我们怕耽误孩子上课，就和他们
协商可以退费或者去另外一家上
课。之所以推荐那家，是因为我和他
老板是朋友，知道他们那有在职教
师，这才向家长推荐。”

本报青岛8月19日讯（记者 蓝
娜娜） 19日，为根治城市“牛皮癣”
问题，青岛出台新政，将对情节严重
且不及时整改的非法张贴“小广告”
违法行为人通信号码实施停机处
理，并最高予以1000元罚款处罚。

19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局、青岛
市通信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对非
法张贴“小广告”违法行为人通信号
码实施停机的通告》。根据通告，各
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查处乱
贴乱画广告行为，可以依法先行登
记保存从事违法行为的通讯工具等
有关证据，经查实后，作出处理决
定，并通知电信经营单位中止对违
法行为人的通讯服务业务，由电信
经营单位对非法张贴“小广告”违法
行为人的通信号码实施停机。

按照通告，对于乱贴乱画广告
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责令
其清除，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3个月内当事人接受处罚的，经当事
人申请，电信经营单位可以恢复其
通信号码服务业务。

冠县一人大代表

非法揽储获刑

本报聊城8月19日讯（记者 孟
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吕志栋）

近日，聊城冠县人民法院对靖锐
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出一审公
开宣判，被告人靖锐犯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处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
靖玮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黄琼
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靖锐原
系村支部书记，冠县人大代表。从
2010年至2013年11月中旬期间，被告
人靖锐打着冠县锐翔企业咨询服务
中心旗号，以冠县德天面业公司为
依托，承诺支付高息，向冠县城乡不
特定居民进行大规模揽储。被告人
靖锐是锐翔公司和德天面业的实际
控制人，其妹妹靖玮具体办理锐翔
公司存款手续，发放利息，管理财务
账目，妻子黄琼具体负责德天面业
的存款手续，管理财务账目。

2013年11月16日，被告人靖锐、
靖玮、黄琼及其家人关闭手机逃逸。
截至案发，三被告人吸储后尚不能
退赔212人的存款2050 . 1626万元。

医护人员在对城际公交上的受伤人员进行救治。

轻信同学中介，网上办分期贷款购手机
7月4日，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的4名学生来到潍坊高
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他

们6月份经中介介绍，通过一
家分期贷款网站办理分期贷
款购得苹果手机。在办理该网
上分期贷款时，中介人称办理
后就可以拿到手机，事后不需
要偿还贷款。

根据其中一名学生的反

映，介绍该业务的中介是他的
高中同学，因此当时没有怀
疑，就办理了该项贷款购买手
机业务。他的同学在青岛上
学，在办理分期业务时，告诉
他有一个可以免费获得苹果6
或者苹果6plus的机会，只要他
能够提供一些详尽的个人学
籍资料，就可以进行办理。

这名学生听信了自己的

高中同学，并提供了详细的个
人学籍信息，随后的事情都一
并交给他的高中同学办理。在
随后的几天，很快有一名工作
人员找到他，要求他在分期付
款的材料中签名。虽然他对此
有一些疑问但还是签了名，不
久后他果然收到了一部苹果6
手机，这让他对自己的同学又
多了一些信任。

把学籍信息交给中介，四人名下买了15部手机
拿到免费的苹果6让这名

大学生十分开心，他就把这项
业务介绍给同宿舍的其他3名
同学，其他3人看到舍友拿到
了苹果手机，也通过该中介办
理了该业务，并拿到了苹果6
或者苹果6plus手机。

作为回报，4名同学将其
学籍资料交给中介，中介拿到
4人的学籍资料后，又通过其
他的一些分期贷款网站，由专
门的网上操作者继续办理分

期贷款购买手机业务，这些贷
款买下来的手机，则归中介和
专门的网上操作者所有。

4名同学在各分期贷款网
站以分期的方式贷款共购买
了15部手机，约合人民币7 . 5
万元左右。一个月的时间里一
直也相安无事。

一个月后，4人先后收到
了还贷通知，因为还贷数额较
大，而他们一直以为无需还
款，就未予理睬，当有催款人

员根据他们的学籍资料中的
信息找到他们时，他们这才知
道上当受骗。

8月4日，潍坊学院的几名
学生也报案，其经历与山东畜
牧兽医职业学院的4名学生基
本相同，也是通过同学中介办
理了“0元购机”分期贷款业
务，一个月后被催还贷。19日，
高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
告诉记者，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等高校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拿到一部手机，却要还五部手机的贷款
接到报警的高新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立即对该案展开
调查，并根据学生的反映抓获
6名涉嫌诈骗的嫌疑人，他们
都是以可以免费给在校大学
生办理苹果手机为由，骗取学
生的学籍信息，再由专门的网
上操作者通过其他分期贷款
网站继续办理同类业务，获得
高价手机。

高新警方向记者透露，随

着网上一些分期贷款网站的
兴起，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有
人利用其中的一些漏洞，进行
违规操作，利用一些戒备心较
小的在校学生，获取利益。在
调查中，高新警方从一分期贷
款网站的风险部负责人处了
解到，目前潍坊一高校的大学
生中有20人左右一直未按时
偿还贷款，这20名大学生中可
能还有此类事件的受骗者。

记者了解到，中介在获得
学生学籍信息以后，将该信息
交给网上操作者在各分期贷
款网站进行操作，为这些学生
办理分期贷款购机业务，“他
们用一个学生的学籍在5家网
站办理贷款业务，其中的一部
手机给这名学生，3部手机给
中介，一部手机给操作者。”而
这五部手机分期贷款的钱，全
部都要由这名学生来还。

“0元购机”也要钱

天上不会掉馅饼

记者从被骗的部分大学
生购机信息中看到，使用他
们的学籍信息办理分期的网
站有“分期乐”、“爱学贷”、

“趣分期”、“99分期”等多个
分期贷款网站，他们通过分
期购买的苹果6、苹果6plus、
三星Note4等手机价格都在
5000元左右。

高新警方办案民警介
绍，目前被抓获的6人已经被
刑拘，其中大部分为在校大
学生，其中的一名幕后网上
操作者供述，他们可以利用
一个学生的学籍同时在5家
网站办理分期贷款。这些打
着免费给大学生办理手机的
中介以及背后的操作者，其
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利益，而
最终承担后果的却是学籍信
息的所有人。

警方提醒，其实骗子的
行骗方法很低级，明眼人一
眼就能看穿。之所以学生屡
屡被骗，与他们社会经验不
足、贪图小便宜的心态有关，
在与信贷公司、分期付款网
站签订协议时，大学生一定
要仔细阅读协议内容，并看
清每月最低消费额及消费期
限等，恶意不履行协议还可
能构成合同诈骗，要负相应
的法律责任。

近日，潍坊高新公安
分局刑警大队分别接到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和潍坊学院的多名在校
大学生报警，称有中介介
绍他们在网上办理“0元
购机”分期贷款，使用他
们的学籍信息办理，就可
获得一部苹果6手机，事
后无须偿还贷款。因为这
些中介不少为同学和朋
友，这些大学生轻信一面
之词上当受骗，事后被追
讨贷款却无力偿还。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松刚

警方提醒

一名大学生在一家网站上的分期贷款购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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