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鲜看05 2018 . 8 . 10 星期五
编辑、组版/王冲 美编/张荣梅

为扮官员 特意到天安门拍照发朋友圈
这的哥骗了高考家长38万元

□记者 李培乐 实习生 江雪逸

生活日报8月9日讯 2018年
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开始，如果考
生和家长遇到声称“花钱就能上
大学、黑客可以改分数”的“高
人”，那您可得擦亮眼睛，因为所
谓的“高人”可能都是骗子！近日，
济南天桥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
功破获一起的哥冒充高官以帮助
考生上大学为名诈骗38万元的诈
骗案。

7月24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
分局新城派出所接到杜先生报警：
去年6月份，其女儿高考分数不是很
理想，之后通过家里亲属认识了王
某，王某自称是省直属单位领导，可
以帮忙疏通关系让杜先生的女儿上
大学，但是需要“活动经费”。按照王
某的授意，杜先生先后多次转账或
现金支付给王某“活动经费”共计人
民币38万元，天桥公安局新城派出所

民警宋复审说：“据杜先生说，王某分
6-7次分别以请客、送礼、吃饭等方式
索要38万元”。但是直到去年9月份高
校开学，杜先生的女儿也没有接到
王某承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天桥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民警田

勇说：“犯罪嫌疑人王某(男，46岁，
济南人)为了消除杜先生的疑虑，购
买了伪造的某省直属单位工作证、
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等证件。”记者从
田警官中了解到，王某将其证明拍
照发给杜先生后，立即将其销毁。记

者了解到，王某为进一步取得杜先
生的信任，他还一个人去了北京并
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用手机发了定
位给杜先生发过去，并告诉杜先生
在这里开会，当时杜先生对他深信
不疑。

记者询问为什么去年6月份
发生的事，杜先生今年7月份才报
警，田警官说：杜先生忌惮于王某

“省直属单位领导”的身份，担心
惹恼他后悔影响女儿上学，一直
没有报警，直到今年7月份，在微
信聊天时，杜先生察觉到王某可
能并非“省直属单位领导”，便来
到新城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天桥公安分局高
度重视，立即抽调新城派出所、刑警
大队四中队等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展开调查，通过调取银行的转账记
录、走访相关证人等，最终确定了涉
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系王某，经过
进一步调查，专案组民警锁定了王

某的住处，并于7月31日上午在王某
小区门口将王某抓获。田警官说：

“当时抓获王某时，他正穿着出租车
制服准备去工作。”经审查，王某对
其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王某的真实身份是
一名出租车司机，在2017年初时，
王某买了两辆出租车，自己在诈
骗杜先生时候，他将自己的车租
出去，直到最近半个月才开始开
出租车，田警官说：“王某现在住
的房子刚刚搬进来不久，一直都
是和家人租房子住，警方调查了
解到王某平时挣钱不多，租房子
的费用多，诈骗杜先生的38万全
部基本放进他的银行卡里，用来
吃喝玩乐都消费掉了。”

记者询问是否家里人知道他的
“假身份”吗？田警官说：他的妻子
说：“他经常说他跑到省厅单位发定
位称自己开会。”对于家人是否真实
不知道，警方正在核实。

假冒通知书。 记者 李培乐 通讯员 李哲 摄

“黑诊所”藏身足疗店 女子隆胸囊肿不消
省城某整形机构无证进行整形手术，槐荫区卫计局已经立案调查

嫌儿子没拔草狠心父亲把他打死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村民称孩子生前曾被继母虐待
□记者 杜鸿浩

实习生 姜敬月

生活日报8月9日讯 8日，普集
镇苏家村村民陈某厚，将其15岁的
儿子陈某涛殴打致死。而事件起因
是儿子未能按父亲要求拔草。目前，
陈某厚已被章丘区警方刑事拘留。

8日中午，有网友在某论坛爆
料“苏家村亲爸后妈把儿子打死
了！”并称孩子“看似只有七八岁
瘦小的男孩其实已经13岁了”，“7
日晚上被活活打死”。

事发后的9日上午，苏家村

陈家门口围满了村民，村民们感
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愤怒。据
了解，7日晚小陈被他父亲陈某
厚带到村外，用木棍树枝等殴打
后背回家，第二天早上孩子的父
亲发现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照片中的小陈显得瘦小，并
不像15岁的样子。而据都市新女
报报道，苏家村村民们称，小陈瘦
小是由于继母长期虐待导致。据
了解，小陈是陈某厚跟其前妻所
生的孩子。继母于三年前来到家
里，一进这个家，小陈就没有好日
子过了。村民说，小陈已经不是第

一次被打了，平时被打是他继母
指使。村里还传言他继母把碎玻
璃放进包子里给孩子吃，而平时
孩子吃的饭就是热水冲玉米面。

村民称事发当晚，为了避免
附近的村民听到小陈的惨叫，小
陈被他父亲带到村外殴打时，而
小陈的继母并没在现场。而据都
市新女报报道，对于小陈身亡的
原因，这位继母称自己毫不知情。
而对于村民所说的，她长期虐待
孩子一事，她也矢口否认。

9日下午，生活日报记者致电
苏家村党支部书记，进一步了解

相关情况，书记称正在开会不方
便。而之前的公开回应中，该书记
称，“8日，村里一个男孩发现死
亡。其父亲承认打过这个男孩，死
亡原因还在鉴定。”

9日下午4点多，济南章丘区公
安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通报称，
2018年8月8日8时10分，章丘区公安
分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普
集某村村民陈某厚(男，41岁)将其
儿子陈某涛(15岁)打死。接到报警
后，分局立即组织刑警大队、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经审查，陈某厚时常以其子陈

某涛调皮为由动辄对其进行打骂。
2018年8月7日19时许，陈某厚外出
打工回家后，看到陈某涛没按自己
要求在屋后花生地拔草，随即对其
踢打并用木棍击打其背部、臀部等
身体多处部位，回家后也未及时送
医院治疗，后陈某涛在家中死亡。

9日晚，生活日报记者从章丘
警方核实到，苏家村村民陈某厚
将其子陈某涛殴打致死。而小陈
继母是否有虐待行为，警方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

目前，嫌疑人陈某厚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官方回复

最终处罚需要3个月时间
8月9日上午，生活日报记者来到

槐荫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槐荫区卫
计监督所副所长杨光提供了一份书面
材料，并对“黑诊所”的情况予以答复。

“7月16日上午，我局卫生监督员
在区卫计监督所杨光副所长的带领
下，联合区公安局刑警食药环中队及
辖区派出所民警对连城国际X楼进
行了查处。”该书面材料详细介绍了7
月16日联合执法时的情况。

“这个机构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人员没有执业资格证，所以认定这
是一个非法的医疗机构。”杨光说，由于
没有相关执照，“韩艺国际”美容整形机
构就是一家“黑诊所”，但是只有执法人
员拍摄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才行，徐女
士所拍摄的视频只能作为辅助证据。

“根据行政处罚法，两次以上行政
处罚才能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处
罚。”杨光说，7月16日，槐荫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已经对张某涉嫌非法行医进
行了立案，目前仍在调查之中。“案子已
经交给了法制科，法制科需要审案，审
核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杨光说，法制科
审核完以后还要交给局合议组，然后
下达事前告知，接着是正式通知，最终
行政处罚需要3个月的时间。

□记者 程凌润

生活日报8月9日讯 今年2
月14日，徐女士花8800元在“韩
艺国际”美容整形机构做了隆胸
手术，没想到术后一星期她的胸
部出现了多个大小不一的囊肿，
最大的跟鸡蛋差不多。据了解，
这家藏身于足疗店的美容机构
并没有办理相关执照，是一家

“黑诊所”。目前，槐荫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已经对此事进行立
案调查。

进了微信群做了隆胸术

“张某主动添加了我的微
信，把我拉进了一个微信群。”
徐女士今年32岁，平时她经常
在网络上浏览有关美容整形的
信息，她说并不知道“韩艺国
际”美容整形机构负责人张某
是怎么知道她微信的，不过她
被拉入“韩艺医疗交流群”中，
张某发送了大量微整形手术的
照片及视频。

“2月14日有优惠活动，胸部
脂肪填充手术只需要花费8800
元。”徐女士称，在看到微信群内
多个微整形手术成功的案例后，
她有些心动，于是她在得知情人
节优惠活动后就提前交钱预定

了当天的隆胸手术。“胸部脂肪
填充手术填充的是自己身上的
脂肪，而不是硅胶，当时抽的是
我大腿上的脂肪。”据徐女士介
绍，当时给她做隆胸手术的是张
某，张某用一个很大的注射器往
她的胸部填充脂肪。

最大的囊肿有鸡蛋大

“大约手术一周后，我的胸
部出现了一个大疙瘩，而且很
疼。”徐女士咨询张某该如何处
理，当时她得到的答复是：“没
事，揉一揉就行了！”

一个月以后，徐女士胸部的

疙瘩仍然没有下去，她就再次联
系到了张某。“后来她说逆着揉
就行，揉完就会消下去。”徐女士
说，她按照张某的方法反复揉胸
部的疙瘩，但是三个月过去了，
丝毫不见什么效果。

无奈之下，徐女士于6月29
日回到老家。在当地医院做了乳
腺的超声检查。“左1 . 7 cm、右
1 . 8cm，双乳可见多个囊性回声，
较大者位于左乳内上象限，大小
约4 . 0cm×2 . 0cm，边界清晰，内
透声可。”超声检查报告单显示，
徐女士双侧乳腺增生，双乳多发
囊性回声。

“这些疙瘩都是囊肿，最大
的像鸡蛋一样。”徐女士说，医生
说胸部的囊肿必须取出来，如果
不取出来就会恶化，所以必须要
做手术。

韩艺国际藏身足疗店

7月11日，徐女士向济南市
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7月16日，
槐荫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张
某涉嫌非法行医进行立案，并联
合区公安局刑警食药环中队及
辖区派出所民警来到连城国际
进行调查。“接受完民警的询问
以后，张某就走了。”徐女士说，
她希望能获得赔偿，也盼着涉事
的无证美容整形机构关停以防
其他人受骗。

8月9日上午，生活日报记者
来到“韩艺国际”美容整形机构
时，发现这家所谓的美容整形机
构藏身于一家足疗店内，房间内
并没有人，里面三张床，墙上是
有关隆鼻、微整形的宣传海报，
其中一个书架上仅有一个《轻医
美皮肤管理师资格证书》，并没
有其他执照。随后，生活日报记
者拨通了张某的电话，当记者表
明身份希望了解情况的时候，对
方什么也没有说就突然挂掉了
电话。

徐女士发现了位于书架上的一份资格证书。 记者 程凌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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