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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裸滚滚男男””不不是是济济南南大大四四男男生生
济南公安微博辟谣：该事发生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

本报临沂2月16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徐志国 孙文） 除
夕刚要回的巨款藏进家里一个不起
眼的纸盒内，没想到媳妇看着碍眼，
将纸盒当成垃圾扫进了墙旮旯，将
全家人吓出了一身冷汗！2月8日大
年初一，莒南县警方紧急出警，让这
23万元巨款“失而复得”。

2月8日正值大年初一。当天上
午11时许，莒南县十字路镇某村村
民孟某报警，称家中23万元现金被
盗。莒南县公安局值班领导接到情
况汇报后，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
侦破。经了解，报警人孟某为猪经
纪，除夕这天刚从生猪收购方要回
了30余万元猪款，在向部分卖主支
付了近10万元的猪款后，因时间太
晚，剩余的23万元无法在年前支付，
孟某就将23万元现金藏进一个纸盒
里。初一上午，孟某再往自己放钱的
地方寻找时，却发现钱不见了！想到
除夕及初一早晨有很多村邻朋友到
自家拜年，孟某越想越害怕：是被人

“顺”走了还是被贼人盯上了？
民警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并

走访当事人及其家人，同时调取周
边录像，发现从放钱之后孟某及其
家人始终都在家中，被小偷入室偷
走或者村邻拜年时见财起意拿走的
可能性不大。

在办案民警的启发和帮助下，
孟某及其家人经过仔细寻找，最终
在一个偏僻的墙旮旯里找到了盛放
现金的盒子，经现场打开清点，该笔
巨款分文不少。经仔细回忆，原来孟
某将盛放现金的纸盒存放在了自认
为安全的地方，孟某的媳妇看到村
邻前来拜年屋里东西凌乱，该纸盒
有点儿“碍眼”，就随手将其清扫进
了墙角。

本报泰安2月16日讯(记者 赵
兴超 通讯员 刘冰) 15日，泰安
交警查获一辆严重超载的面包车，
定员6人的面包车竟乘坐了12人。经
查，车上乘坐的全是过年走亲戚的
同一家人。

2月15日15时20分左右，泰安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城西大队四中队民
警在老汽车站转盘附近进行例行检
查时，发现一辆鲁J牌照的面包车一
会儿减速一会儿变道又一会儿加
速。感到有些异常的民警李华东于
是示意该车停车接受检查，驾驶员
神色紧张，说话支支吾吾。

民警拉开车门一看，车里坐了
满满当当十多人。前排座椅歪斜，大
人坐着抱着孩子，后排座椅被驾驶
员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马
扎。经过检查，该车核定载客人数6
人，实际载客人数12人，超员率达
100%，民警随即对驾驶员进行批评
教育，并对其作出扣6分，罚款200元
的处罚。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记者 宋
磊 通讯员 尚虹） 16日一大早，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的“艺考直通车”
就开进了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为广
大艺考学子提供现场购票、现场发
车的服务。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一年一
度的艺考拉开帷幕，为确保艺考生
能够顺利赶考，2月16日—2月18日，
总站全面进驻考生集中的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考点，在现场设立售票处、
售餐处，为广大学子提供8 . 5折购
票、优惠购餐的服务。同时，总站也
已同步启动“艺考直通车”，现场发
车，直接接送考生从济南前往青岛、
潍坊、淄博、长清等地赶考。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记
者 杜洪雷） 网传“济南大四
男生向教师表白遭拒，当街裸
滚半小时”一事，济南市公安局
通过其官方微博辟谣称，这不
是在济南发生的事情。经过进
一步调查，该事发生在河北省
高碑店市白沟镇，视频中的男
子精神异常，并非大学生。

情人节期间，在微信朋友
圈和微博中广泛传播一名裸
体男子在马路上滚来滚去的
视频。视频中，男子全身赤裸，
地上有散落的鲜花，翻滚时还

不断地大喊大叫，旁边停着一
辆工程车，影响了正常交通。

随着转发和传播范围的扩
散，围绕着视频出现了一些信
息。最初，该视频的名称是“理
工男表白遭拒裸滚”，此后有
人直接称“济南大四男生向教
师表白遭拒，当街裸滚半小
时”。此外，还有称，济南某高
校大四实习男生，趁情人节向
学校单身女教师表白遭拒，当
街脱光衣服，在王官庄街道附
近躺马路中间打滚半小时，表
白用的花散落一地！伤痛欲

绝！哭喊连天！最终被执勤民
警劝离！

由于恰逢情人节，视频内
容又非常劲爆，所以该视频传
播非常迅速。特别是被多个媒
体转发之后，更是引起了社会
的关注。其中有人就对文中

“济南大四男生”的行为进行
评论，并连带着地域攻击。

当文中明确事发地是“王
官庄附近”的时候，部分网友
就更加猜测是某高校的学生。
发现该网络传播视频之后，济
南市公安局立即对该事件进行

调查。负责管辖王官庄的市中
分局对附近的王官庄派出所、
七贤派出所和白马山派出所近
期的接警记录进行逐一核查，
发现并没有接到类似警情。

“视频中的街景根本不是
王官庄，而且车辆没有鲁A的
牌照，根本不是在济南。”负责
调查的民警称，这应该是在传
播过程中有人虚构了错误的
信息。经过进一步调查，该事
件发生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
沟镇，视频中裸滚的男子并非
求爱遭拒，而是精神异常。

本报济宁2月16日讯（记
者 岳茵茵 通讯员 李兆
虎） 近日，梁山县马先生将
爱车停在小区附近，结果夜间
车内的4万元现金被盗，同时
丢失的还有70万元的欠条、银
行卡等。事后，马先生在贴吧
里发帖寻物，盗贼竟主动与马
先生联系，向其索要4900元赎
回物品。案发后10天，梁山警
方将两名嫌疑人抓获。

1月18日晚上11点，马先
生将刚收回的4万元钱放在车
里，将白色丰田轿车停放在小
区附近就回家了。此前马先生

一直将车停在这儿，从未出过
事。1月19日早上8点多，马先生
开车时发现驾驶座车玻璃被卸
掉了，车内的现金和物品被洗
劫一空，他立即报了警。

梁山县公安局水泊派出
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往
现场。马先生向民警说，被盗
的不仅有4万元现金，还有身
份证、7张银行卡、2张购物卡
和一张70万元的欠条及住院
单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
重要，钱我可以不要，但这些
东西必须追回来。”马先生说。
警方在收集完现场证据及周

边监控资料后立即立案调查。
民警在监控中发现，两名男子
在马先生停车后两分钟就开
始作案了，一人放风一人钻进
车内盗窃。

与此同时，马先生着急找
回丢失的物品，在贴吧发帖寻
物。网帖刚发不久，马先生就接
到一个网络电话。“他说东西是
他偷走的，让我拿5万元钱买回
这些东西。我一听就火了，挂断
了电话。”马先生说，开始以为
是看到网帖的人想敲诈他，不
久该男子再次来电，并说清楚
了这些物品的详情，还讨价还

价，最终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
马先生。对方让马先生加上他
的微信，方便联系。

盗贼先将一件物品放在
梁山一公园的公厕内让马先
生去取，然后支付几百元钱。
就这样马先生先后分多次一
共花了4900元钱买了被盗的
物品。整个过程中，马先生怕
警方惊动了小贼要不回来东
西，并没有向民警告知详情。

1月28日，梁山县公安局
民警根据摸排调查，锁定嫌疑
人焦某在城区一网吧内上网，
一举将其抓获。

纸盒藏23万元

大年初一“扫丢”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启动“艺考直通车”

6座的面包车

竟塞进12个人

爱爱车车放放小小区区外外，，车车内内四四万万元元被被盗盗
车主发帖寻同时被偷的其他物品，被盗贼再敲诈4900元

酒酒后后小小区区门门口口闹闹事事还还打打伤伤民民警警
四名滋事人员因妨害公务已被刑拘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记
者 戚云雷 通讯员 齐刚）

2月10日下午，济南高新区
新东方花园小区门口上演了
一起醉酒滋事的闹剧，几名市
民在家庭聚会上喝高后与人
发生冲突，且在民警处置过程
中围攻民警将其打伤。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妨害公
务罪被高新警方依法刑拘。

10日下午，家住历城区的
苗某某携父母妻儿到高新区
新东方花园小区的姑姑家中
参加家庭聚会，聚会中几个
表兄弟都喝了不少酒。下午4
时40分左右，喝高了的苗某
某 被 家 人 拖拽上 车准备 离
开，但行至小区门口时，一行
人与保安发生矛盾，并与一
名欲开车进入小区的车主发
生冲突。苗某某借着酒劲耍
起酒疯，不断撒泼挑衅对方，
并叫来一同参加聚会的几个
亲戚，一度坐在小区入口的起
落杆下，导致欲进入该小区的
车辆无法通过。

接到报警后，舜华路派出
所两名值班民警带领两名协
警队员迅速出警到达现场进
行处置。民警刚要上前询问情

况，便遭到苗某某等人的大声
质问：“你们来干什么！”态度
十分嚣张，一名男子更是上来
拍打民警肩膀。

当民警对他们做出警告
时，他们不仅不听劝阻，苗某
某还突然袭击正在拍摄录像
的协警队员。此后民警又多
次进行口头警告，但苗某某
等人反而越发猖狂，竟然满

场围攻追打民警及协警，造成
1名民警和2名协警不同程度
受伤。随后，几人趁乱乘车逃
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高新警方迅
速启动民警维权机制，调集相
关警种成立专案组。结合现场
监控视频等相关信息，并在大
量走访现场目击证人的基础
上，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苗

某某、高某、王某、苗某（女）、
王某（女）5名重点嫌疑人身
份。经过一整天的缜密侦查与
布控，11日18时许，这5名犯罪
嫌疑人全部被传唤到案。目
前，苗某某、高某、王某、王某

（女）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妨
害公务罪已被高新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理之中。

被刑拘的滋事者指认现场。（警方供片）

本报济南2月16日讯（记
者 刘德峰） 近日，济南市
环保局发布一批环境违法信
息，明湖热电等7家单位因环
境违法被公开曝光，并被处以
罚款近40万元。

其中，济南久安脂类化工
有限公司在未依法提交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况下，擅自
于2014年5月开工建设胆碱甜

菜碱项目，被责令立即停止建
设，并处以罚款10万元。

济南德瑞丰环保化工有
限公司年产120吨四甲基吡嗪
技术改造项目及年产300吨医
药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主体
工程，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设
施未经验收，被责令立即停
产，处以罚款4万元。

国电山东济南龙源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长清风电场一期工
程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未经验收，被责令立即停
产，处以罚款4万元。

山东英才学院锅炉外排
烟气中烟尘折算浓度超标，被
处以罚款3万元。

山东职业学院锅炉外排
烟气中氮氧化物折算浓度超
标，被处以罚款3万元。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外排废水中氨氮浓度超标，被
处以罚款21465元。

另外，2015年12月3日，明
湖热电因厂界噪声超标被处
罚款0 . 5万元。2016年1月4日，
环保局复查发现仍未达标，因
此，对明湖热电实施按日连续
处罚，计罚天数27天，处以13 . 5

万元罚款。

济济南南再再开开环环保保罚罚单单，，七七单单位位被被罚罚近近4400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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