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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逃逃匿匿六六年年终终难难逃逃法法网网
民警凌晨巡逻，抓获一名历年逃犯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记者
赵念东) 冥冥之中，自有定

数。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
局西城派出所民警在凌晨巡逻
时，发现一辆定陶车牌的出租
车停靠在西安路一学校门口。
由于已是凌晨时分，民警出于
警觉遂前去盘问，而车内男子
闪烁其词，很不配合。随后，民
警经多方查证，确定该男子系
伙同他人致人死亡，被警方追
逃多年的逃犯。

11月27日凌晨，牡丹分局
西城派出所民警跟往常一样进
行巡逻，而当行至市信息工程
学校时，发现一辆定陶车牌的
出租车停在学校门口，由于时
间接近凌晨1点，学校门口又出
现外来车辆引起了民警的警
觉，遂上前对出租车内的人员
进行盘问。

在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
车内一男子闪烁其辞，拒绝说
出真实姓名。民警经过多方查

证，很快确定了该男子的真实
身份，原来他是定陶公安局网
上追逃的一名逃犯。

该男子名叫朱某，26岁，系
菏泽市定陶区人。2012年9月
份，朱某伙同程某某、刘某某等
人在定陶县某商场门前将卖菜
的王某某伤害致死，后一直在
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朱
某逃匿6年后，仍被警方抓获。

目前，牡丹警方已将犯罪嫌
疑人朱某移交定陶公安分局。

本报郓城11月28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郭小
红 冯麒睿) 没有身份证，没
有户口信息，每次使用证件，
就借用姐姐身份证的贫困户
王春岭，在郓城县黄泥岗镇纪
委书记罗衍磊的帮助下终于
拿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
证。

王春岭，今年46岁，是郓
城县黄泥冈镇曹庄村的贫困
户。她先天智力低下，丈夫二
十多年前离家至今杳无音信，
女儿外嫁，目前一人独居，仅
能勉强自理，生活质量无法得
到保障。王春岭娘家在郓城县
张营镇刘三村，20岁时以其姐
姐王春英的名义嫁到黄泥冈
镇曹庄村。当年，张营镇派出
所开展户籍清理核查时，根据
政策注销了“张营镇王春岭”

的户口。
二十几年来，没有身份证

没有户口的王春岭，便成了人
们口中的“黑户”。2018年初，
黄泥冈镇重新划分了贫困户
帮扶人，镇纪委书记罗衍磊负
责联系帮扶曹庄村，当他对所
包贫困户入户走访时发现了
一 个 隐 藏 二 十 几 年 的 问
题——— 贫困户“王春英”的相
貌与户籍信息完全不相符。

经过几番精心调查走访，
罗衍磊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也了解到自己所帮扶的贫
困户“王春英”其实就是王春
岭。由于身份信息有误，导致
各种帮扶政策难以落实到王
春岭本人身上，要想为王春岭
办理低保等帮扶政策，就要为
她重新补办户口，否则一切手
续都无法办理。

为此，罗衍磊带领曹庄村
村干部几次往返其户口注销
地张营镇派出所及其娘家所
在村张营镇刘三村摸情况、找
证据，及时同两地派出所户籍
人员、县户籍科积极沟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户籍
部门工作人员热情帮助下，罗
衍磊同上级部门取得了联系，
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
后获得了上级批准。10月份，
王春岭的户口终于顺利补录，
并从张营镇转移到了现居住
地黄泥冈镇曹庄村。

目前，黄泥冈镇扶贫办已
为王春岭修改了扶贫信息，罗
衍磊也正与镇民政部门积极
协调，争取早日为其办理低保
相关手续，让王春岭真正享受
到国家给予的帮扶政策，从而
走上“脱贫小康”路。

““黑黑户户””二二十十多多年年，，她她重重获获““新新生生””
郓城纪检监察干部多方奔走助其补录户口，终于不再借用姐姐身份证

本报郓城11月28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宋明
磊) 近日，广东男子郭某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卖车信息，并向
买车人提供伪造的机动车增
值税专用发票、关单、进出口
检验证明等虚假手续，骗取四
十万元人民币后逃匿。11月24
日，郓城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在广州警方配合下将其抓获。

2018年1月31日，郓城县
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到城郊
派出所报案称：其在2017年12
月份，经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广
东的郭某发布卖轿车信息。经
过微信与郭某联系后，初步确
定了购买的车型并以60余万
元谈好了车辆价格。

随后，李某赶到广州与郭
某见面，在一胡同内看过所要
买的轿车后，李某很是满意，
通过转账预付给郭某40万元。
约定剩余款在办理好相关手
续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车。李
某交钱几天后，催促郭某抓紧
办理相关车辆手续，郭某一直
说正在办理之中。

后来将该车机动车增值
税专用发票、关单、进出口检
验证明等手续通过微信发给
李某。李某通过多方查询得知
郭某提供的机动车增值税专
用发票、关单、进出口检验证
明等手续全部都是假的。马上

给郭某打电话，郭某开始不
接，后来关机，李某才知道被
骗了，于是报了警。

郓城警方接到报案后，经
过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郭
某的真实身份，发现其已外
逃，立即对其上网追逃。11月
24日，办案民警得知郭某在广
东省广州市区活动，在当地警
方配合下，将郭某抓获。经审
讯，郭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据查，郭某根本没有车辆

可卖，所发微信朋友圈的车辆
是朋友的车辆，其朋友根本不
知道郭某拍了自己轿车照片
发布微信出售。郭某在得知朋
友不在家时，才带领李某查验
了车辆，收到李某预付车款
后，看到其催促交车，要不就
退款，郭某便伪造了车辆相关
手续，后来自知难圆其说，干
脆将手机关机藏匿。

目前，郓城警方依法已将
郭某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之中。

朋朋友友圈圈晒晒车车出出售售，，他他竟竟不不是是车车主主
诈骗四十万后藏匿，郓城警方赶赴广州将其抓获

““你你瞅瞅啥啥？？””““瞅瞅你你咋咋的的？？””
在在成成武武上上演演真真实实一一幕幕

本报成武11月28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维

朱国兵) “你瞅啥？”“瞅
你咋的？”近日，在成武城区
一路口，两男子因一句话引
发争执，遂厮打在一起。成武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
现场处置。结果，两男子都被
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你瞅啥？”“瞅你咋
的？”网上一句调侃的话，竟
在成武上演了真实的一幕。
11月23日0时许，成武城关
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令：
在成武三联家电路口有人
打架。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
场处置。在现场，双方当事
人尹某、李某各执一词，均
称对方殴打了自己，自己没
有动手打人。

值班民警将二人口头
传唤到城关派出所，迅速开
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明：
当日0时许，尹某在三联家
电路口西北角买羊油饼时，
坐在其朋友腿上打闹。后因
李某瞅了尹某一眼，尹某认
为受到了挑衅，质问李某

“你瞅啥？”李某一句“瞅你
咋了？”双方矛盾升级，尹某
拿起羊油饼摊位上的一根
木棍朝李某额头上打去，李
某掐着尹某脖子将其按倒
在 地 上 ，双 方 撕 打 在 一
起……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
定，警方依法作出对尹某行
政拘留5日、对李某罚款500
元的行政处罚。

★巨野奔亿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3K16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173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祥菏运输有限公司鲁RS256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4304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辉通运输有限公司鲁R9K75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687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阳光运输有限公司鲁RA2811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34423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山东省巨野县金利通运输有限公司鲁RB6722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230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三循木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之前

刻制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龙源养殖场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名

章丢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高瑞红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371727600147162，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男男子子为为躲躲避避电电子子眼眼抓抓拍拍

伪伪造造变变造造车车辆辆号号牌牌被被逮逮

本报菏泽11月28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庞
曼) 菏泽一驾驶员为躲避
电子抓拍，使用伪造、变造的
车辆号牌，结果聪明反被聪
明误，被菏泽高速交警逮个
正着。

近日，菏泽高速交警支
队五大队菏泽东卡口中队在
执勤中接指挥中心通知，一
套牌车辆进入菏泽高速交警
道路辖区范围，将会在菏泽
东收费站下道。菏泽东卡口
中队立即采取行动顺利查获
这一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
号牌的车辆，并依法对驾驶
人给予相应处罚。

据民警介绍，当日上午，
菏泽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菏
泽东卡口中队收到指挥中心
稽查布控系统预警，一辆红色
重型半挂涉嫌伪造、变造机动
车号牌。执勤民警立即在菏泽

东收费站出站口对该车进行
布控、查控。在该车进入预定
布控范围，被成功拦截。执勤
民警对此车进行盘查，在对其
悬挂的号牌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车的真实号牌为鲁RG8700，
但经过涂改后的车牌显示为
鲁RC8700。

菏泽高速交警遂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对该驾驶人使
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
交通违法行为，给予其5000元
罚款，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
留10日的处罚；同时，高速交
警责令其消除违法行为，到
车管所重新补办一副新车
牌。

据了解，自“百日安全”
行动以来，菏泽高速交警进
一步加强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查处，并加强对营运车辆的
管理，有效地保障了辖区道
路的安全与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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