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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元元一一袋袋的的硼硼肥肥卖卖220000元元
骗子设局，多名老太中招

本报烟台11月3日讯（记
者 于飞 通讯员 钱坤）
2元钱一袋的硼肥一转手就卖
200元，专门到农村大集上去
骗老太太，民警接到报警后，
经过蹲守将骗子抓获。

近日，家住烟台牟平区大
窑街道羊角埠村的于女士，到
姜格庄边防派出所报案称，前
段时间她去镇上赶集，碰到一
名四十多岁的妇女，妇女问她
是否看见哪里有“卖肥料”的，
她说没看见，妇女说以前买过
一种肥料特别好用，种的东西
产量非常高，还邀她一起去找

“卖肥料”的人。于女士想到自
己家里有片樱桃园，心里盘算
也买几袋试试。

于女士跟着这名妇女没
走几步就遇到了“卖肥料”的
面包车，可是车上的化肥都被
另一名矮个儿妇女买了。与于
女士一起来的妇女一听，非常
沮丧。这时，面包车里的一名
女子称能帮她们“协调”点，她
和矮个儿妇女交流了一阵子，
矮个儿妇女说：“我刚才一下
子买了30袋，买的确实多了
点，那我分给你们一些吧。”然
后从身边一个蛇皮袋里数了

20袋肥料，面包车里的女子当
着于女士的面点了4400元钱
给了矮个儿妇女，打发矮个儿
妇女走后，对于女士说：“那个
人是220元一包买的，今天我
200元一袋卖给你们，你们可
千万别告诉别人”。跟于女士
一起来的那名妇女“高兴”得
不得了，立马从兜里掏了2000
元钱买了10袋。于女士见状，
也回家拿了2000元钱买了10
袋肥料。

于女士回家后，拿起一袋
肥料，只见袋子上写着“硼肥”
的字样。“这肥料一袋才一斤，

咋卖这么贵？”她越想越觉得
不对劲。于女士的女儿照着包
装袋上标注的厂家电话打过
去，肥料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说
这种肥料已经停产了，市场上
卖两块钱一袋，于女士听后差
点晕倒。

姜格庄边防派出所民警介
绍，近一年时间辖区内有多名
村民上当受骗，目前接到报警
已有十几起，被骗者都是农村
年纪比较大的老太太，少的被
骗几百元，多的被骗两三千元。
目前，骗子已被抓获。警方争取
把赃款追回，返还给被骗者。

隐隐藏藏田田间间，，黑黑作作坊坊炼炼制制燃燃油油
警方联合环保部门将其捣毁

本报济宁11月3日讯（记
者 苏洪印 通讯员 李欣
欣） 隐藏田间地头，搭建几
十平米的彩钢板房，竟然偷偷
炼起了燃油。10月25日，微山
警方联合环保部门一举将一
炼油黑作坊捣毁。

10月10日，微山县民生警
务平台接到辖区居民赵先生
反映，赵庙镇与沛县交界处经
常弥漫着令人眩晕的恶臭气
味，附近区域多为荒田和树
林，他发现近期有人在一地头
私自搭建了彩钢板房，怀疑有
人偷偷炼制工业燃料油，请民
警前去查处。

微山县公安局赵庙派出
所民警在较为隐蔽的一田间
地头边，发现了一处十几平米
的彩钢板房。民警在附近蹲守
发现，彩钢板房内经常有一年
轻男子和一中年妇女出入，清
晨时分还有机动三轮车拉来
废旧轮胎，而中午和下午板房
里常常冒出滚滚黑烟，气味非

常刺鼻。
秘密侦查中，民警发现

板房内是在炼制工业燃油，
经营炼油作坊的一男一女为
母子关系，是附近镇上居民。

摸排调查中，民警发现炼油
作坊搭建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了。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10
月25日下午，赵庙派出所民
警联合微山县环保局等部门

工作人员赶往炼油黑作坊，
一举将其捣毁。炼油黑作坊
相关经营人员被带走接受调
查，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芹菜抽检出

剧毒农药

一男子演双簧

勒索情人

本报济宁11月3日讯（记者 姬
生辉 通讯员 徐田梅） 男子从
网上看到情人的裸照，便假装陌生
人企图勒索5万元。男子谎称替其支
付了部分钱款，并胁迫情人写下欠
条。受害人报警求助，男子被抓获归
案。最终，男子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获
刑一年半，被处罚金二万元。

今年3月初，孟某与吴某相识，
后发展为情人关系。孟某在浏览网
页时无意中发现一张男女发生性关
系的照片中的女子样貌与吴某相
似，遂产生以此敲诈勒索吴某的犯
罪意图。孟某特别购买了无身份信
息的手机卡，冒用他人名义，以向吴
某家人及其孩子所在学校散布裸照
相威胁，通过发送敲诈短信的方式
向吴某索要现金。

随后，孟某谎称自己已知道吴
某被敲诈一事，并称已向敲诈者汇
款3万元，剩余2万元要求吴某承担。
同时，孟某要求吴某另行承担其称
已经预先支付的3万元一半，并让吴
某写下欠款1 . 5万元的欠条。吴某在
被胁迫之下，于今年3月20日向孟某
汇款3000元。此后孟某继续胁迫吴
某还清剩余钱款。由于经济困难，吴
某无力支付被敲诈钱款，于是向公
安机关报案。5月25日，公安机关将
孟某抓获，孟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行为。

任城区法院认为，被告人孟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
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与
罪名成立。被告人孟某敲诈勒索犯
罪数额为35000元，因被害人经济困
难仅支付3000元，被告人部分犯罪
系未遂，案发后孟某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对其可依法从轻处罚。
据此，任城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相关条文，判被告人孟某
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本报济南11月3日讯（记者 刘
志浩） 近日，济南历下区食药监局
公布了10月份行政处罚信息，食品
类抽查中，芹菜成为“中招”大户，而
芹菜抽检中发现的甲拌磷，则为国
家禁用的剧毒农药。

根据通报，山东天天食尚酒店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济南泉城路店所
售韭菜、芹菜，济南金汤皇经贸有限
公司历下分公司所售和上海华润万
家超市济南分公司所销售芹菜均被
检出不合格。芹菜不合格原因之一
为抽检中发现甲拌磷。

据了解，甲拌磷是国家明令禁
止使用的一种剧毒有机磷农药，短
期内接触（口服、吸入、皮肤、黏膜）
都可能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触可
造成慢性中毒，主要有神经衰弱综
合征、多汗、肌束震颤等。但由于目
前农药市场管理不规范，对生产厂
家查处力度不够，以及对农民缺乏
正面的宣传引导，加之该农药价格
相对低廉，且“药劲大，效果好”，以
至于屡禁不止。

此外，食品方面还有山东优特
旅游商品营销有限公司济南明湖路
分公司所售茶叶不合格，大润发、银
座等超市也分别涉嫌销售经销不合
格食品及混有异物食品。

药品方面，济南历下德康诊所
涉嫌从非法渠道购进白芍等中药
饮片，被没收药品、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历下康齿健口腔诊所涉
嫌使用未经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
被罚。

毒毒品品藏藏内内裤裤中中想想蒙蒙混混过过关关
男子携毒出境被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

本报青岛11月3日讯（记
者 潘旭业） 为将毒品走私
出境，毒贩可谓绞尽脑汁，将
毒品藏在两条内裤的夹层中，
没想到还是没蒙混过关。3日，
记者从青岛海关获悉，流亭机
场海关近日破获一起中国籍
旅客走私毒品出境案，现场查

获冰毒64 . 7克。
日前，在青岛海关隶属

流亭机场海关旅检通道，当
一 名 男 性 旅 客 通 过 安 检 门
时，旅检关员发现缉毒犬示
警反应非常强烈，便将该旅
客拦住对其行李进行全面检
查。“当时我们已经接到了相

关线索，知道有旅客要携毒
出境，所以专门带了缉毒犬
确认携毒人员。然而，我们对
该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进行
了细致的检查，并对其衣服
进行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
毒品。”办案关员说，但缉毒
犬仍旧一个劲地往该旅客的

身上扑。
经过对该旅客身上细致

检查，海关关员最终发现，该
旅客套穿的两条内裤夹层中
藏匿白色晶体9包、红色药丸1
包。经鉴定，上述晶体及药丸
含冰毒成分64 . 7克。目前，该
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山山东东好好人人””再再次次出出手手助助人人
黄承友全力救助精神障碍男子

本报菏泽11月3日讯（记
者 赵念东） 11月1日，在菏
泽市开发区办事处佃户屯，一
患有精神障碍男子在公路中
间多次扑拦过路车辆，而多次
被其所拦的车辆挂倒在地。从
此路过的“山东好人”黄承友
见状，急忙救助，并拨打110报
警电话，民警将该男子带往定
陶县公安局仿山派出所看护，
并帮助寻找其家人。

11月1日12时，已退休在
家的黄承友乘车外出，行至菏

泽市开发区办事处佃户屯的
菏商公路路段时，看见许多人
聚集在马路边。一向爱管“闲
事”的黄承友下车查看情况。

原来是一名30岁左右患
有精神障碍的男子在公路中
间一次次扑拦过路车辆，多次
被他所拦的轿车和电动三轮
车挂倒在地。该男子不但不听
路人劝阻，反而从地上爬起来
以后，继续扑拦各种大小车
辆。不到30分钟，该男子接连
扑拦了大小车辆30多辆。

围观群众发现该男子不
仅扑拦车辆，而且还打人骂
人，因此没人前去劝阻。黄承
友了解情况后，意识到若不及
时制止，该男子随时有生命危
险，便急忙冲上前去劝阻。谁
料，男子不仅不听劝，反而对
黄承友又打又骂。黄承友没有
退却，而是一直跟踪患有精神
障碍的男子。就在此时，该男
子又在扑拦一辆轿车时，被行
驶着的轿车挂倒在地，情况十
分危险。黄承友再次冲上前去

对其劝阻，而该男子再一次对
着黄承友打骂不停。无奈之下，
黄承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0
分钟左右，定陶县公安局仿山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黄承友
将事情原委告诉了民警，而他
因担心该男子的安全，从开发
区佃户屯一直跟到定陶。其间，
该男子一直扑拦过往的各种车
辆，情况十分危险。

了解事情经过后，民警将
患有精神障碍男子带往派出
所看护，并帮助寻找其家人。

捣毁炼油黑作坊。（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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