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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上上贷贷款款？？一一诈诈骗骗团团伙伙骗骗得得220000余余万万
9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本报巨野11月7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李玉
平) 6日上午9时30分，随着审
判长敲响法槌，被告人孙某、
李某、王某三人涉嫌诈骗、敲
诈勒索一案在巨野人民法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据了解，该案是巨野县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首例涉恶势力犯罪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
10月份以来，被告人孙某经
与被告人李某、王某预谋后，
以虚构的“巨野县亿兴投资
担保公司”的名义，以无抵
押、无征信贷款为幌子，诱骗
被害人签订虚假借款合同，
且不向被害人提供合同，同
时以确保贷款安全为由，给
被害人的车辆安装明暗两套

GPS、要求被害人提供备用
钥匙，后单方肆意制造被害
人违约事实，将被害人车辆
开走，索要虚高借款本金、拖
车费等，进而再以不按要求
付款就要卖掉被害人的车
辆，出了事故由被害人负责、
每次要账要付高额要账费等
相要挟，向被害人索要明显
不合理的日息20%的违约金
等费用，若不按被告人指定
方式和地点逐步上套交付钱
款就不归还被害人车辆，从
而进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
罪行为，涉案金额共计51万
余元，且三被告人均系累犯，
其团伙犯罪行为严重扰乱居
民正常生活秩序，造成恶劣
的社会影响，应认定为恶势
力犯罪集团。

本报菏泽11月7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德全)
一辆二轮电动车路边自燃，

车主与路过的市民束手无策，
105路公交车驾驶员王雷路过
看到后，将公交车停稳，用短短
两分钟将火扑灭。

11月5日，菏泽市公共汽车公

司客服中心接到表扬电话，表
扬105路驾驶员路遇火情及时
出手扑灭自燃两轮电动车火
情。为公交好司机所展现出的
正能量点赞。

据了解，事情发生在11月
5日上午8时34分左右，105驾
驶员王雷驾驶鲁RG7183号公
交车由“金域蓝湾”发往“市公
交公司”，行驶至人民路西侧

“城市管理局”站牌时，发现慢
车道上有一辆二轮电动车起
火，车主站在不远处束手无

策。王雷发现火情后没有多
想，将车辆停稳后向车上乘客
解释道：“我得下去帮忙把火
扑灭，请大家稍等，不要着
急。”随后，他便取出车载灭火
器朝着起火电动车跑去。火被
扑灭后，王雷没有多说什么立
即返回工作岗位恢复运营。整
个过程仅有短短两分钟。

“这个驾驶员太好了，好人
就应该得到称赞！就应该为这
种正能量点赞！”车内乘客对王
雷交口称赞。

顺应大潮流脚步，找准方向奋勇前进

2222岁岁网网店店小小老老板板，，重重原原创创发发家家致致富富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建丽

她经营的汉服网店一年销
售额达到100多万元，其中两个
汉服外观设计还具有国家专
利。初见李燕时，没想到这样一
位网店大老板竟是个小姑娘，
今年才22岁的她，从初中辍学
后已在网络商海中摸爬滚打了
6年。近年来，菏泽市大力推动
电商发展，以农村电商带动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位年轻人
正是顺应了大潮流的脚步，找
准方向奋勇前进。

放弃月薪8000元的工作

发展特色汉服网店

李燕家在曹县大集镇丁
楼村，小时候，她的家境很不
好。才上完初中，她就不得已
放弃了学业。“说实话，那时候
的学习成绩还挺不错的。”李
燕不无遗憾地说道。她早早地
开始工作补贴家用。当时曹县
大集镇丁楼村已经发展成有
名的淘宝村，不少村民家里都
开有服装加工厂与经营电商
店铺，众物流公司也在此聚
集。正是因为李燕勤奋能吃
苦，一家物流公司招聘她做售
后。李燕的妈妈告诉记者，孩
子非常能干，每天从早忙到
晚，晚上到家时经常天都很黑

了。李燕并不觉得辛苦，她很
开心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的
薪水，能给家人用，亲人的生
活不用太紧巴。

李燕挺知足，本以为日子
就这样过下去。有天做服装电
商生意的表哥和她的一席话，
让她触动挺大。李燕做出一个
大胆的举动，辞掉了工作，决定
自己当老板做自己的事业。“村
里很多人在做服装电商生意，
有的做的不错，也有一些经营
不下去的。”李燕说，当时妈妈
还劝自己打工月月拿工资稳
定，可她想既然已经做出了选
择，就不后悔，要干就好好地去

努力。
经过一番调查，李燕感觉

村里做儿童服装的挺多，而儿
童服装的市场比较混乱，看到
有什么爆款，商家经常蜂拥而
上，一些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反
而不利于着手发展。“如今全国
都在推崇传统文化，像我这个
年纪的女孩子喜欢穿汉服参加
一些活动，而做汉服的少之又
少，我们年龄相仿，更能抓住她
们对汉服的要求和喜好。”李燕
说，她找准了定位后就开始付
诸行动。

李燕在天华电子商务园报
名参加专业培训，又注册了自

己的公司和商标。查资料，搜图
片、看款式……李燕动脑筋经
常琢磨，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路、
创意与灵感，在传承传统服饰
的风格上加入现代元素，在传
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契合
点。“这样的汉服在活动中可以
穿，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穿，并
不突兀，更有利增加销量。”李
燕说她将服装的定位群体设定
为初、高中、大学生群体，经常
拿着画出的款式到街头、到学
校去调研市场，跟学生们聊天，
了解她们的需求，倾听她们的
想法与建议，回来再进行一些
调整。功夫不负有心人，李燕发
展了4个淘宝店，并且她经营的
汉服网店一年销售额达到了
100多万元。

给汉服外观申请专利

还想去继续深造

正是看到儿童服装的市
场比较混乱，看到有什么爆
款，商家经常蜂拥而上，别管
哪家做出的爆款样式，谁都可
以跟风。李燕决定给自己原创
的汉服外观设计申请专利。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
如今，经李燕亲自设计的汉
服，外观专利已申请三个，版
权也已申请了一个，两个正在
申请中。

“就比如这件衣服，在网上

卖红以后，就有跟着做了卖到
其他网店。”李燕指着一件汉
服说，她曾和一家网店联系
过，并告诉对方这是自己的专
利。对方态度也挺好，便赶紧
不再销售了。李燕说，有了专
利其实是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她并不是想一家独大，更多的
是希望在价格上不要搞恶意
降价，避免不良商家扰乱市
场。如果遇到好的商家，大家
也可以一起合作抱团发展。李
燕年纪虽然不大，对一些事情
尤其是企业发展的看法有着
独到见解。

随着生意的日渐红火，李
燕也带给了家人想要的生活，
记者眼前的两层小楼就是很好
的证明。“你知道吗？以前我家
就是三家破砖房。”李燕感叹，
终于可以帮父母减轻生活的重
担。谈起这个孩子，李燕的妈妈
赞不绝口。记者了解到，如今她
还雇佣了十几位工人为家里加
工服装，带领她们一起脱贫致
富。

在生意渐渐走上正轨后，
如今李燕已经将四家网店的运
营外包给专业公司，她希望自
己利用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汉
服设计，希望自己在原创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前段时间，在去
杭州调研的时候，李燕找到了
一个合作方，计划有一天可以
将自己的汉服远销到国外，把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带去更多
的国家。

郓郓城城召召开开专专题题培培训训班班

预预防防粉粉尘尘职职业业危危害害

本报菏泽11月7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侯凤
玉) 为预防粉尘职业危害，
近日，郓城县安监、卫生、环
保等部门联合为全县纺织、
轮窑、水泥、面粉、饲料等涉
危企业负责人举办了专题培
训班。

培训班上，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讲解了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和涉危企业可能产生职
业危害的环节(工艺)，明确
了企业定期为劳动者进行体
检和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和法律依据，发放了相关材
料，为全县作业场所粉尘危
害专项治理打下了坚实基
础。

三三人人涉涉嫌嫌诈诈骗骗敲敲诈诈5500多多万万
被被依依法法提提起起公公诉诉

本报郓城11月7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王荣花)
一诈骗团伙以小额贷款为

名，实施诈骗，涉案资金高达
200余万元，受害人200余名，遍
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88个
市区县。近日，郓城警方历时三
个多月辗转多地，将该诈骗团
伙一举端掉，缴获赃款10余万
元、涉案POS机3台、笔记本电
脑2台、手机42部，话术样本3份
及手机卡52张等物品一宗。

7月15日，郓城县张营镇的
孔某到郓城县公安局报警称：
其 父 亲 在 网 上 贷 款 时 被 骗
12000元。民警经仔细询问得
知，其父亲五天前接到一个电
话，对方自称是做网络贷款的，

可以无抵押贷款10万元，但需
要对其还款能力及信用额度进
行验证。其父分多次给对方转
账12000元，但随后未收到贷
款，现在也联系不上对方。

接报后，郓城县公安局成
立以网安大队民警为主要成员
的专案组。民警在侦查中发现，
作案人给受害人打电话所使用
的手机号码均为虚拟手机号
码。民警又通过调查被诈骗资
金流向，层层抽丝剥茧、追踪，
确定了一个作案人员的真实身
份。经多次分析研判，历时2个
月，最终刻画出诈骗团伙的诈
骗方式和勾连渠道。该团伙分
工明确，联系紧密，作案隐蔽，
分布松散，主要由一级话务员、

二级话务员、取款人员和侵犯
公民信息人员等组成。

经过缜密侦查，郓城警方
历时三个多月，辗转武汉市、孝
感市、咸宁市等三省六市，行程
万余公里，出动警力100余人
次，一举打掉该网上电信诈骗
犯罪团伙，吴某等9名团伙成员
被抓获，从而成功侦破系列“以
小额贷款为名”的电信诈骗案
件，缴获赃款10余万元、涉案
POS机3台、笔记本电脑2台、手
机42部，话术样本3份及手机卡
52张等物品一宗。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等9
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郓城县公
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其他涉案
人员正在积极追捕中。

二二轮轮电电动动车车路路边边自自燃燃
公公交交驾驾驶驶员员伸伸手手救救援援

李燕正在整理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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