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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波波一一个个月月，，终终于于立立上上案案了了””
公安部门：我们确有管辖权，已立案侦查

14名县处级干部

上月被处理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者
陈玮） 13日，记者从省纪委监
察厅网站了解到，2015月12月，
山东省共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367起，有14名县处
级干部、469名乡科级及以下干
部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在2015年12月山东查处的
这367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中，有112起涉及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有146人因此被处理；
有47起涉及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有58人因此被处理；有69起涉及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有86人
因此被处理。

全省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会议召开

本报讯 13日，全省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济南召
开，回顾总结2015年工作，研究部
署“十三五”和2016年工作。

会议强调，创新工作机制，做
强正面宣传，凝聚改革发展正能
量。要抓好精品影视剧创作生产，
推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引
导扶持规范网络视听节目，多出
精品、出人才、出效益。

同时会议要求，要加快培育
现代市场主体，加快产业基地、园
区和重点项目建设，持续用力抓
好城市电影工作，推动事业产业
协调发展。要加快“走出去”步伐，
以更大力度加强引导和推动，强
化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要不断提
高版权保护、服务和管理能力，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环
境。 本报记者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者
王小蒙 ) 信用卡被盗刷两

万多元的程女士，终于不用再
来回奔波于找谁立案的路上。

“一个月了终于给立案了。”13
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
表示，目前已查明信用卡被盗
刷地，已经立案侦查。

“立案了就能松一口气
了，不然还不知道得找到啥时
候呢，过几天就买票回家。”13

日下午，程女士与丈夫卢先生
从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后不
禁感叹，奔波这一个月来事情
总算有了着落，也能赶快回家
给孩子报名上学了。

“目前已经明确了程女士
信用卡的盗刷地在槐荫区，从

《刑法》规定的犯罪发生地来
看，我们确有管辖权，已经立
案侦查。”13日下午，槐荫区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程女士
的遭遇见报后，公安部门责令
相关单位予以重视。经过详细
的初查，他们对案件情况已有
所了解，目前正做进一步侦
查。

早在2015年12月11日，程
女士与丈夫便报案了。一个月
里，他们在多个派出所都等不

来立案。“初查到底需要多长
时间？”卢先生问。

2015年12月29日，公安部
下发文件。文件规定：“接报案
件后，应当立即进行受案立案
审查。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3日；涉嫌犯罪
线索需要查证的，立案审查期
限不超过7日；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
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
延长至30日。”

槐荫区公安局负责人解
释，程女士信用卡被盗刷符合
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但营市
街派出所民警在接警时，认为
发卡地明确在杆石桥派出所
辖区范围内，因此并没有将具
体情况上报给上级部门。而槐

荫区公安局了解该案后，已在
查明具体情况后及时予以立
案。

“其实市中区和槐荫区都
应该立案，都没立案也反映出
派出所对于法律认识有偏差，
并不全面。”该负责人说，公安
部下发的意见，在一些特殊情
况下，可能并不完全适用。

“派出所对经侦类案件接
触相对较少，对于日益更新
的犯罪手段来说，相关培训
也有些滞后，但不可否认有
些办案民警的法律知识确实
有些不足。”该负责人称，程
女士的遭遇暴露出某些办案
人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法律
知识的不足，还要进一步加
强。

嫌嫌犯犯四四次次出出入入受受害害人人家家中中
曾与受害人激烈争吵，案发后网上租房逃往北京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
者 尉伟） 13日下午，济南
历下警方审讯“负债抢劫，残
杀母女”的嫌犯时查证，案发
时，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曾以

“查煤气”为由4次出入受害人
家 中 。第 4 次 入 室 持 刀 抢 劫
300元现金和首饰后，因担心
受害人报警与之发生激烈争
吵。此时一岁半的孩子也哭闹
不止，孙某某遂用匕首残忍地
将母女二人杀害。

1月12日上午9：15，嫌疑
人孙某某被济南警方押解回
济。经审讯：孙某某，今年 3 4
岁，济南人。大学毕业后，他一
直无正当职业，后来自己干点
小生意赔了钱；与别人合伙投
资又被骗。几年下来，债台高
筑。后他将自己的房产变卖还
债，与家人租住在中建文化城。
案发前几天，他刚刚将租赁的
房屋退租。因此，其对案发现场
比较熟悉。

1月8日上午，孙某某萌发
了入室抢劫钱财的恶念，遂潜
入中建文化城9号楼，以检查煤
气、收电费、查看暖气等为借
口，先后两次敲开住户房门准
备实施抢劫，但由于住户比较
警觉，没能得手。随后犯罪嫌
疑人又来到受害人家门口，敲
门无人回应后，先用随身携带
的刀具实施撬门。他听到屋内
有人询问，便冒充查燃气的工
作人员。

此时受害人王某某毫无戒
备，为嫌疑人打开了房门。孙某
某发现受害人家中只有一名女
子和其一岁半的小孩，便决定
实施抢劫。由于孙某某犹豫不
决该如何实施犯罪，曾前后以
不同理由进出受害人家中四
次，而王某某却没有丝毫察觉。

当嫌疑人第四次进入受害
人家中时，直接用随身携带的
匕首威逼受害人交出钱财，索
要 500元。受害人给了他 300
元现金和首饰后，孙某某又担心
受害人报警，二人产生激烈争
吵。此时一岁半的孩子也哭闹不
止，孙某某遂用匕首残忍地将母
女二人杀害。案发后，孙某某在
网上联系了北京一出租房，便携
带作案工具逃往北京。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1月 13日，经过进一步审
讯，疑凶孙某某向警方供述了
自己从入室抢劫到抢劫杀人的
过程及相关细节。

民警：你杀人之前，怎么计
划的？

孙某某：没计划。
民警：没计划，怎么想起杀

人来了？
孙某某：着急了，后来就演

变成入室抢劫，反正为了争论
报不报警这个事儿……

民警：你选择哪一家入室
盗窃？

孙某某：我也没固定。当
时，我就从电梯上去，随机选
的。出了电梯厢以后，拐到楼梯
间里，从楼梯间里看到这个房
间，我就直接过去了。

民警：怎么进的门？
孙某某：前几次都是敲门，

女主人开的。
民警：你一共进了几次门？
孙某某：四次。
民警：什么理由进的门呢？
孙某某：谎称是查天然气

的，第一次。
民警：你为什么进去四次

后，才选择作案呢？

孙某某：反正就是忐忑、
怕，当时（自己）挺混乱。

民警：当时都有什么人？
孙某某：前几次就光女的，

大人在。最后一次，我进来时，
有一个小孩在靠近阳台的沙发
上。

民警：最后一次怎么进去
的？

孙某某：反正就是送奖品
之类的……直接要了500块钱。

民警：进门以后，你都干了
什么？

孙某某：刚进门，我就直
接冲着她说，我要 5 0 0 块钱，
姐。

民警：（受害人）给你了吗？
孙某某：我看她当时也蒙

了。她的意思，就是我给你找
找，你别害我。后来，（她）找了
三百块钱给我。钱给我后，我
就扔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了。
我就给她说：这不够，大姐。
她意思是找点儿别的东西抵
上。她找了一个黑颜色的玉
佛和白绿色的手镯。

民警：人家给你东西，给你
钱了，你为何还要杀人呢？

孙某某：我第一次做这种

事，当时汗呼呼地流，挺紧张的
感觉。我就让她先去阳台，她抱
着孩子去阳台了。我从客厅里
抽了根烟，我就想平静下心情，
害怕她报警。反正我最后一次，
和她争执这个报警不报警的事
儿……然后我就从包里拿出刀
来……

民警：把人杀了，后怕了
吗？

孙某某：（长时间不语，然
后点点头）怕。

民警：怎么个怕法？
孙某某：当时，我只要一闭

眼，全都是血，就是整个一片红
的。

民警：被抓的时候，你（怎
么）想的？

孙某某：我想平静了，挺平
静。我当时就是，没想到害怕的
感觉，反而松了一口气了。

民警：（你）作案的时候，想
家人了没有？

孙某某：（低头捂脸，然后
抬起）我这个事儿，两个家庭。

民警：后悔吗？有什么话要
说吗？

孙某某：（先沉默，后点
头。）

““只只要要一一闭闭眼眼，，全全都都是是血血””
疑凶孙某某供述：害怕她报警，我拿出了刀

嫌疑人孙某某正在接受警方审讯。 警方供图

信用卡遭盗刷难立案

负债抢劫，残杀母女

近日，山东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通报了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

青岛市经信委调研员杨振
荣违规借用民营企业车辆。2014
年7月至2015年3月，杨振荣违规
借用民企车辆。青岛市经信委党
委给予杨振荣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院长助理温庆华违规操办
儿子婚庆事宜等。2015年10月，温
庆华超出报备范围摆设宴席，违
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德州
市纪委给予温庆华党内警告处
分，收缴违纪所得。

曲阜市吴村镇崔屯小学校
长王凤菊违规发放春节福利。
2015年春节前，王凤菊违规向教
师发放春节福利。曲阜市纪委给
予王凤菊党内警告处分，收缴违
纪款上缴国库。

临沂市罗庄区政协违规配
备办公用房。2014年9月，罗庄区
政协在明知区政协副主席兼财
政局局长陈一伟、区政协副主席
兼教体局局长周广军在区财政
局、区教体局已配备办公用房的
情况下，仍分别为其配备办公用
房。临沂市纪委给予陈一伟、周
广军及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
建中党内警告处分。

青州市文化产业园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晓东违规
收受消费卡。2014年6月，李晓东
在任云门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期间，违规收受他人消费卡。寒
亭街道党工委给予李晓东党内
警告处分。

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山东通报5起违反八项规定问题

违规收消费卡

被党内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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