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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早贪黑卖地瓜，收到500元假币交警方

南南山山老老人人：：不不能能再再花花出出去去坑坑别别人人

朋友圈帮助寻找

走失老人平安回家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王倩）
5日晚上，一则“81岁老母亲外出

走失”的消息在网站、客户端以及微
信朋友圈、QQ群转发，大家纷纷转
发，希望帮家人找到走失老人。当
晚，在4路公交终点站站房，一位79

岁的走失老人也同样牵动着大家的
心。幸运的是，在大家的爱心关注转
发之下，两位老人都很快与家人见
面，平安回到了家。

5日晚上，寻找走失老人的消息
在网上被大量转发，网站、朋友圈、
QQ群，大家看到之后，都会利用自
己的渠道进行转发，希望这样能够
帮助老人平安回家。当夜，走失老人
家属孙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老
人已经找到了，巡警在巡逻时发现
了老人，把老人送到了派出所。派出
所民警也接到了相关信息，在第一
时间联系到孙先生。

当晚，孙先生一家人赶到宝华
街派出所，将老人平安接回了家。孙
先生表示，没想到老人走失的消息
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他希望通
过本报感谢关心他们的好心人。“老
母亲平安回家了，大家放心吧，感谢
大家。”

5日晚上7点多钟，本报记者接
到了朋友的微信求助，家住济南金
凤苑小区的一位81岁老人外出赶集
时走失，而老人小脑萎缩，表达能力
不强，难以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十几分钟后，齐鲁晚报官方网
站、齐鲁壹点APP刊发了寻找老人
的消息，朋友圈里也开始有更多人
转发了相关报道，希望能够集合大
家的爱心力量，帮助老人回家。

消息发出之后，记者不断收到
爱心人士发来的微信，大家在转发
的同时，也随时关注老人的消息。一
个小时后，有网友给记者发来一条
消息称，在重汽技术中心4路终点站
站房，有一名走失的老太太，公交工
作人员正在帮老人寻找家人。记者
随即拨通了公交车队的电话，工作
人员称老人79岁，家住玉函小区附
近，工作人员刚刚联系到了老人的
家属，家属已经在赶往车队的路上。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时培
磊） 5日下午 4点左右，在济南天
桥区金弘石材市场，一部行吊在吊
运石板过程中钢缆断裂，正在搬运
石板的于先生被头上掉下来的石板
砸中，经抢救无效死亡。

6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位于
二环北路的金弘石材市场了解到，
事发现场在市场的西头一车间门
口，已经被围挡起来。一辆白色小货
车停在门口，地上一堆摔坏的花岗
岩石板上还有一摊血迹，一个黄色
的吊钩在旁边，上面写着承重5000

公斤的字样，上方是一部崭新的行
吊，一段钢丝绳在上面垂着。

在车间办公室里，市场管理方
和行吊的生产厂家正在调取监控录
像分析事故原因。据死者家属介绍，
这部行吊4日刚安装上，5日下午使
用时就出现钢丝绳断裂的事情。

据悉，此行吊的载重量为五吨，
而吊起的石材只有两吨多，并没有
超重。“我们怀疑行吊的质量有问
题，只想让他们给个说法和交代。”
于先生的家属告诉记者。关于如何
处理此事，目前市场管理方以及厂
家相关方面暂时没有回应，记者试
图采访，但对方一直不予见面。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南山老人来市区

起早贪黑卖地瓜

“儿子和老伴都在市区，家
里就我种点庄稼，不想着挣钱，
就弄个温饱。”张老爷子家里有
两三亩地，今年换茬种上了地
瓜，没料到地瓜长势很好。于
是，老人想，自己吃不了就运到
市区里面卖掉挣点钱。1 1 月
底，老人找了一辆车就把这些
地瓜运到了儿子所住的地方。

每天天不亮，老人就用小
推车推着两袋地瓜，来到清河
北路和无影山北路附近的一个
早市售卖。“我的地瓜都是黄瓤
和红瓤的，水分少，糖分多，一
些人吃了一次还会过来买。”老
人说，这些年纯正的南山地瓜
越来越少了，集市上大多是外
地的地瓜。

“我的地瓜一斤一块四五，
比旁人卖得贵，但是比他们卖
得好。”每天早上9点多，老人
基本上就会把地瓜卖完了，回
到家中帮着老伴看孙女。下午
3点多，老人再推着一袋地瓜
到早市西边的一个桥边卖，同
样很快就卖完了。

辛辛苦苦挣点钱

竟有5张百元假钞

“如果不是给孙女买生日
蛋糕，还不会这么快发现假
币。”12月4日，张大爷的孙女
过生日，老人非常高兴地从口
袋里拿出100元给孙女，让她
买点好吃的。当天上午，儿媳妇
和孙女就拿着这张百元钞票去
订生日蛋糕。

结果，儿媳妇把这张百元
大钞给店主，可是店主看了看
之后没有收。“当时店主说，这
张钱有问题，我媳妇只好换了

一张百元钞票。”老人的儿子张
先生告诉记者，为了照顾老人
的情绪，媳妇回家之后也没有
和老人提及这件事情，

“我担心这张假币是老人
卖地瓜收的，就在晚上和父亲
说看看他卖地瓜挣的钱。”张先
生拿过父亲从口袋掏出的一沓
钱，从里面挑出百元的钞票。

“我对比了一些，发现有几张好
像有问题。”张先生说道。

为了验证钞票的真假，张
先生拿着这些百元钞票来到楼
下的一个药店。通过验钞机检
验，里面竟然有5张假币。“我
这个年纪了，也就是听听钞票
的声音，其他的就不懂了。”一
听说有 5张百元假币，老人非
常难过，原本起早贪黑卖地瓜
挣点钱，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假币送到派出所

老人扔下地瓜走了

谈起 5 张假币可能的来
源，老人说最有可能是一个女
的和一个高个男的。“那个女的
来买过三次地瓜，每次都是20
多块钱的，她就给我100元钱。
买地瓜的时候，咱只顾着称地
瓜和算钱，哪注意到真钱还是
假钱。”张大爷说道。

此外，老人还记得一个高个
男的也挺可疑。4日早上，那个男
子来到地瓜摊，也不问价格，就
想着收拾掉剩下的地瓜，然后就
给张大爷一张百元钞票。“我那
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零钱，结果那
人说自己去找零钱，结果就一直
没有回来。”经历假币风波之后，
张大爷再也没有心思卖地瓜了，
也不管剩下的400多斤地瓜，直
接回仲宫老家了。

随后，张大爷将收到的5张
百元假钞交给了辖区派出所。

“咱收到假钱心里难受，可是不
能再去坑人。我这一辈子也没干
过坑人的事。”老人言辞恳切。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4S店挂临牌

竟然是假的

近日，济南市民王阳（化
名）在一家4S店购买了心仪已
久的轿车，为了尽快体验驾驶
乐趣，就近在 4S 店办理了临
牌。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驾车
徜徉于大街小巷，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发现车辆上
张贴的临牌有问题。

心怀疑虑的王阳找到了在
车管所工作的朋友，对方只看
了一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临
牌是假的，最好别再上路，不然
后果很严重。”听到这个答案，
王阳很是气愤，马上拨通了济
南市槐荫区车管所的电话，将
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民警。

“这个临牌做得太假了，材
质、字体、印章都很拙劣，一线
民警一眼就能看出是假冒的。”
槐荫车管所教导员郭风雷说，
接到这条线索后，他们会同张
庄派出所民警跟王阳取得了联
系，了解基本信息后开始了长
达两周的蹲守、摸排工作。

最后，他们将怀疑的对象
锁定在经十路一家汽车4S店

上。郭风雷介绍，为方便车主办
理临牌业务，济南市车管所开
展业务下放，授权符合条件的
4S店在车管所远程监督条件
下办理临时号牌业务，目前全
市已有150多家4S店获得了授
权。因为附近就有交管服务站，
民警怀疑的这家4S店并没有
获得核发临牌的授权。

“我们经过蹲守和暗访，发
现这家4S店在向外办理核发
临牌业务，而且发出的临牌不
是济南号牌而是济宁号牌。”槐
荫车管所所长王向东说，从这
两点就可以判定一定是非法
的，这家4S店很可能就是向外
发售假冒临牌的窝点。

4S店已发售

14副假临牌

嫌疑4S店锁定了，但怎么
办案怎么收网，还是让民警颇
费了一番思量。“如果我们掌握
信息不充分，进去搜查找不到
关键证据，对方再把模具销毁，
那前期的工作就全白做了。”张
庄派出所副所长王松亮说，经
过几次研究，他们和槐荫车管
所民警确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
行动方案。

12月2日，王松亮带领民

警以“查消防”的名义突击检查
了这家4S店，并以暂住证不符
合要求的名义将办理假临牌的
直接经办人李某带走。

“到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向
李某表明了真实意图，经过审
问摸清了假临牌存放的位置，
临牌的来历，办理流程等一系
列细节。”王松亮说，掌握这些
核心信息后，民警再次出击，在
4S店将另一名嫌疑人张某控
制。根据李某交代的情报，民警
在 4S店查获假临牌 72张（36
副），打印假临牌的模板一宗。

至此，面对铁证，张某和李
某对伪造、发售假临牌的事实
供认不讳。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被查
处之前这家4S店已经向外发
售假临牌14副。”办案民警李
安强说。

4S店经办人

被拘留罚款

办案民警李安强介绍，嫌
疑人张某和李某均为这家4S
店的工作人员，这些假临牌和
打印的模具都是在网上购买
的，之所以发售假临牌目的不
在于借此谋利，而是方便卖车。

“办理临牌需要发票、合格

证、交强险证明，进口的还需要
进关证明，由于手续不完备，部
分车辆不能正常办理临牌。”王
向东说。

在今年的 9月份，一名顾
客在这家4S店买车后，就因为
手续一时凑不齐而要退款。这
时，张某和李某通过网络和微
信联系到了一个专门制作和销
售假临牌的渠道，以每副40元
的价格购买了 50张假临牌半
成品和一套打印模具，开始了
伪造假临牌的违法行为。

“假临牌的正面是车牌号，
使用打印模具在背面打印上车
辆信息就制成了一张假临牌。”
王向东说，这些假临牌专业人
士一眼就能看出，但行驶在路
上如果车辆不被民警拦下来检
查很难发现，而且由于是济宁
的号牌，济南交警查处起来也
有一定麻烦，这就给假牌提供
了使用的空间。

由于涉嫌伪造、使用假临
牌，公安机关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对张某处以
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李
某行政拘留3日罚款2000元的
处罚。

目前，民警还在对此案进
一步侦查，力求端掉上游制作
假临牌的窝点。

44SS店店为为卖卖车车，，网网购购制制作作假假临临牌牌
警方查处售卖假临牌案，这在济南还是头一回

近日，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从老家仲宫拉了1500多斤地瓜来清河
北路一早市售卖，结果地瓜还没有卖完，竟然收了5张百元假币。“咱收
假币心里堵得慌，但绝对不能再花出去坑人。”老人将假钞交给辖区派
出所，可是气愤难耐的他没有心思再卖地瓜，直接回仲宫老家了。

追踪报道

出事吊车刚装一天

砸人石材未超重

济南一家不具备临时
号牌核发授权的汽车销售
4S店为了方便卖车，打起
了歪主意，竟然违法从网上
购买了假冒临时号牌半成
品和制作模具，办起了临时
号牌核发业务。近日，槐荫
交警和派出所民警经过多
日蹲守摸排，一举端掉了这
个假临牌窝点，查获假临牌
36副，制作模具一宗。据了
解，查处假临牌售卖窝点在
济南还是头一次。

民警在4S店查获了36

副假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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