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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富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龙口市环城北路一汽大众4S店

烟台龙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龙口市人民医院红绿灯路口西100米上海大众4S店

烟台悦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龙口市环城北路新嘉龙新广场西江淮新能源4S店

龙口沃尔福工贸有限公司

龙口市龙泉路装潢材料市场东嘉元汽车销售4S店

龙口市龙新二手车登记服务站

龙口市环城北路隆源汽车城院内

龙口市悦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龙口市威龙大道威龙酒厂南300米路西

政法08

通过买来的电话号码添加微信好友，虚构离异的“白富美”女性身份，骗受害人进入被操控的虚假投资交易
平台进行交易，以先获利后鼓动加大投资的手段，蓄意骗取客户资金……近日，莱阳市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
涉案人员百余名、涉案金额千万余元的特大虚假投资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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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让两个人从彼此陌生到拥有
“哥俩好”的兄弟之情。

5年，能让分属铁路公安与地方公安
的两个派出所在共同战斗中成长为“最佳
搭档”“最亲兄弟”。

2015年以来，两个因烟台南站而成
立的派出所——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南站广场派出所、青岛铁路公安处烟台南
站派出所一体作战，确保日均70余班车
次、客流量1.5万人的烟台南站平安运行，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617名。

从人的融合到机制的融合

工作效能迸发“乘法”效应

昨天上午，记者在烟台南站西侧的市
公安局莱山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青岛铁
路公安处烟台南站派出所合署办公地点
看到，门口合挂的两个派出所牌子格外醒
目。两个派出所21名民警共用12间办
公室、同一个视频指挥调度平台、同一个
号码的报警电话……虽然办公面积紧张，
但工作氛围和谐、秩序井然。

“2015年烟台南站建站以来，两个派
出所就在一起合署办公，并积极探索路地
联勤工作机制，将人和制度都融在一起，
合力下好‘安保一盘棋’。”烟台市公安局
莱山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负责人徐伟鹏
介绍。

针对烟台南站广场来往旅客众多的

特点，两个派出所按照一分钟处置要求，
各派警力组成“应急处突”小组，每天共同
开展广场站区巡逻，提高见警率和管事
率。对站内站外的安全隐患，两个派出所
共同检查，共同督促整改。在进站口，两
个派出所一同安排警力盯控，对发现的可
疑物品、可疑人员，共同盘查、管控。两个
派出所还积极争取烟台市护路办、市公安
局的支持，在南站广场和烟台境内铁路沿
线布设“天网”高清监控，并将视频监控接
入双方共同使用的视频指挥调度平台，联
合派员驻守，共同制定了《烟台南站视频
巡防和使用规范》，合力做好重点时段、路
段的视频巡防工作。

“接处警一体化、应急处置一体化、安
保维稳一体化”，路地联勤带来了战斗力倍
增。5月3日，烟台市公安局下发协查通
报，一起入室抢劫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作
案后逃窜，要求全市重要卡口立刻开展查
控。两个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信息比对，
发现两名嫌疑人购买了火车票并已进站。
两所迅速集结11名警力，分组开展盘查，
15分钟内将两名即将上车的嫌疑人成功

抓获。据统计，5年来，两个派出所合作
完成紧急查控、抓捕任务150余次，查控、
抓捕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12名。

从资源融合到力量融合

合力破解实战难题

临时羁押逃犯不便，是铁路公安在警
务实战中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莱山
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青岛铁路公安处烟
台南站派出所积极争取市公安局支持，让
铁路派出所办案民警入驻市公安局执法
闭环系统，实现了羁押申请“网上办理、快
速审批”。2019年以来，青岛铁路公安处
烟台南站派出所共通过市公安局执法闭
环系统快速完成逃犯羁押60余次。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路地联勤’中互相
支持、彼此互补。”青岛铁路公安处烟台南
站派出所所长苟卫强说。青岛铁路公安
处烟台南站派出所充分发挥铁路购票系
统全国联网的资源优势，协助莱山分局南

站广场派出所开展轨迹信息查询，解决了
地方公安铁路购票信息更新不及时问
题。两个派出所民警在进出站口联合核
查时，将铁路派出所“查缉一体化系统”和
烟台市公安局的“移动警务终端”同时使
用，在“双重过滤”中提升核查效果。党的
十九大安保期间，联合执勤民警在进站核
查口发现7名同时进站的外地旅客形迹
可疑，经过两个派出所信息碰撞，当场从
7人中抓获逃犯1名，并通过深挖这一线
索，先后抓获同类逃犯12名。

从心的融合到情的融合

默契聚合更强战斗力

“一个锅里摸勺子，越过越亲”，是烟
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青
岛铁路公安处烟台南站派出所21名民警
一日三餐的真实写照。“感情融到了一起，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还有什么困难
克服不了！”莱山分局南站广场派出所副
所长林源说。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防控、两会安保、
暑运客流等重大任务，两个派出所民警团
结合作，迎难而上。1月27日开始，烟台
南站启动最高等级查控勤务，两个派出所
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对所有进出站旅客进
行严密查控，逐一核查旅客身份。截至目
前，两个派出所共配合烟台市防疫部门核
查出站旅客70万余人次、安全处置发热
旅客67名、入境旅客95人、重点疫区来
烟返烟旅客1714人。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两个派出所党支
部与防疫部门的党员共同成立了“党员抗
疫先锋队”，喊出“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口
号，将“流动党课”课堂搬到执勤岗位，通
过“爱民宣传”“为民服务”等形式积极服
务群众，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今年以来，两个派出所民警共帮助群众排
忧解难120次，为60多位旅客找回遗失
物品，收到表扬信和锦旗21件。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李德峰 摄影报道

记者探访烟台南站铁路、地方公安派出所联勤联动机制——

“一个锅里摸勺子，越过越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
讯员 崔建斌）龙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近日
授权6家汽车4S店办理新车挂牌业务，今
后新车挂牌不用再去车管所排长队了。此
项措施的落实，旨在打通“放管服”便民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这项业务已经正常开展，4S店可
办理车辆挂牌的业务包括：普通二轮摩托
车、轻便二轮摩托车、小型轿车、小型普通
客车。新车挂牌只要手续完备，选号当天
就可办完手续拿走车牌。挂牌费用和车管

所一样：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二轮摩托车
为55元，小型轿车、小型普通客车为130
元（包括10元临时号牌费）。

为了方便市民监督，杜绝乱收费现象，
交警大队在4S店设置了收费公示栏，并公
布了举报电话：12358。龙口交警提醒：如
果群众在办理挂牌业务过程中，发现乱收
费等违规行为，可拨打龙口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监督电话8527903投诉。

附：龙口市办理新车挂牌业务4S店名
称、地址（见右表）

打通“放管服”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龙口交警授权6家4S店
办理新车挂牌业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薛永超）近日，招远市
法院依法对招远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兰某超等5人恶势力犯罪
集团一案公开宣判。首要分子兰某超因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聚众
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四年九个
月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本案由招远法院副院长王春东担任审判长，与两名员额法官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中，所有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极大地缩短了庭审时间，提高了庭审效率。

2016年初至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兰某超在设立“某某投资”并
对外发放高利贷牟利过程中，与被告人郭某辉、王某、张某赫、隋某磊等
人先后纠集在一起，在其生活和经营的区域内，经常逞强耍横、借故生
非，滋扰、恐吓、殴打他人，先后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多
起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形成以被告人兰某超为首要分子，以郭某辉为重
要成员，以王某、张某赫、隋某磊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分别实
施非法拘禁犯罪2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6起、聚众斗殴犯罪1起，致一
人轻伤二级，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招远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5人被判有期徒刑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吕帅谋）网上立案、网
上调解、网上交费、网上阅卷……龙口法院进入全流程网上办案时代，
办案周期同比缩短36.23天。

“现在律师基本都会网上立案，只有少数没请律师的当事人来诉讼
服务大厅现场立案，我们有志愿者提供指导。”龙口法院立案庭庭长袁
娜介绍。

当事人或律师可以通过山东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进行网上诉
讼，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打破时空限制，降低诉讼成本，让群
众足不出户享受司法服务。疫情防控期间，该院积极推动诉讼服务由
线下向线上转移，配套建设互联网法庭11个，应用互联网法庭开庭
280余件，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群众诉讼和审判工作的进行。

该系统使案件从受理、办理、流转、审批到归档，各个环节都在网上
操作，对立案分案、排期开庭、送达、保全鉴定、审限变更等节点都设置
相应期限，同时将“三个规定”落实情况填报等工作与系统整合，实现办
案记录全覆盖、可查询、可追溯，极大提高了审判监督智能化水平和法
官廉洁司法的自觉性。

龙口法院进入全流程网上办案新模式

办案周期同比缩短36天

天上掉下个“白富美”

2018年3月，莱阳市民李华（化名）收
到一条申请加微信好友的信息，对方自称

“郝丽”、头像是个漂亮的女人，留言为“是
姑妈介绍来的师傅吗？”李华当时闲着没
事，就同意添加好友，回了一句“是干什么
的？”“郝丽”问：“是不是姑妈介绍来修音响
的？”接着，两人就聊了起来。

李华查看“郝丽”发的朋友圈，感觉她
是一个不差钱、生活质量高的都市丽人。
通过微信聊天，李华得知“郝丽”是湖北襄
阳人，是一名33岁的单身母亲，经营着一
家咖啡厅，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二人通过
微信聊天日渐熟悉，其间“郝丽”有意无意
地多次提到自己正通过一个手机软件做期
货投资，赚了不少钱，这让李华心动了起
来。交谈中，“郝丽”表示，她姑妈有分析
师，可以带李华一起做期货投资赚钱，随后
就发了一个二维码，让李华下载一个叫“海
联国际”的App，注册成为平台会员进行
投资。

一开始，李华投了两千多，赚了三四
百；又投了一万多，赚了五六千。最后一
次，李华投了4.9万元，结果在一分钟之内
就没了。“郝丽”表示“自己也赔了，很伤
心”。李华看到几万块钱瞬间赔光，心疼之
余感觉不对劲，最终选择了报警。

挖出组织严密的骗子集团

公安人员经过缜密侦查发现，“郝丽”
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诈骗集团。加李华微信
好友的其实是位于湖北襄阳的湖北宏万浩
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一名业务员。该公
司有十多个男女业务员，均以各自虚构的

“郝丽”身份，拿着公司提供的诈骗话术，通
过加微信好友忽悠客户投资。有时需要语
音聊天时，男“郝丽”就让身边的女“郝丽”
帮忙代言，客户要通过电话联系时，便由专
门的女“郝丽”负责接听。微信聊天过程中
发送的“郝丽”生活、工作视频，也是公司预
先制作好的。当客户提出要微信视频时，

“郝丽”们就以各种理由搪塞。聊天过程中
客户主动发的微信红包，“郝丽”们也欣然

收下。
随着侦查的深入，公安人员得知，湖北

宏万浩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业务员实行
团队化管理，设立不同奖项，激励业务员提
高诈骗业绩。公安人员顺藤摸瓜，发现该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丁某在湖北襄阳还成立
了另外两家公司，并为他人代管一家公司，
均是利用虚假投资平台实施电信诈骗犯
罪。公安人员现场抓捕上述公司涉案人员
百余名，查扣电脑200多台、手机百余部以
及话术剧本等物品。

90人被送上被告席获刑

案发后，莱阳警方对这一诈骗犯罪集
团实施全链条打击，带回异地犯罪嫌疑人
100余人。

为保证案件办理质效，莱阳市检察院
及时选派3名业务骨干组成办案组，提前
介入，在熟悉案情的同时，及时指导侦查、
提出取证方向。经过办案组逐人筛查、甄
别，莱阳市检察院最终对其中的90人作出
逮捕决定。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莱阳市检
察院成立了由一名副检察长挂帅、6名员
额检察官组成的公诉检察官办案组。办案
人员根据诈骗集团的组织架构、手段及分
工情况，制定工作方案，进行审查任务分
解，使各办案人的审查工作既相对独立又
相互配合，加快了审查进度，提高了工作效
率，充分发挥了集团作战的优势。

办理此案过程中，涉及到的微盘、聚合
支付、投资杠杆和K线图等，对检察人员来
说都是新鲜事物。为了摸透其中的规律，
他们专门邀请公安系统电信诈骗专家为办
案人员讲解专业知识，同时主动向办理过
此类案件的外省检察院请教办案经验，短
时间内迅速提高了办案团队的专业化水
平。

2019年12月20日，经莱阳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莱阳市法院以诈骗罪对丁某等
90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分别判处被告
人丁某等70人三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其
他20人分别被判三年以下缓刑。

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讯员 孙佳 柳翠

“美女”加微信好友 背后竟是骗局
莱阳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千万余元特大虚假投资诈骗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张守军）为进一步加强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索推进“无讼社区”建设，不断提高基层调解组织
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效率，芝罘区法院近日组织开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系统操作培训会，全区13个街道及驻院共计38名人民调解员参加了
培训。

培训会上，芝罘区法院邀请在线平台工程师向参训人员详细讲解
了调解平台的操作方法，并着重介绍了平台支持的在线音视频调解、在
线制作调解协议和在线申请司法确认等线上功能。立案庭干警盛积坤
对调解平台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讲解，并对参
训人员现场提出的问题和困惑进行了解答。人民调解员杨璐结合自己
调解的实践经验，对线上调解的流程进行了现场演示。立案庭法官王
焕文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对调解实践中特别是在继承纠纷、婚姻家庭纠
纷、民间借贷纠纷等调解中普遍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了专题辅导，重点
解决调解员在调解过程当中业务能力偏弱，调解程序模糊的问题。

此次培训全方位的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不会使用调解平台进行线上
调解的弱项和短板，使调解员对线上调解手段有了新的认识。大家纷纷
表示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自身利
用互联网调处解纷的能力，减少当事人调解成本，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芝罘法院畅通线上调解渠道

38名人民调解员参加培训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辛青）“是莱州法院
吗？我找到你们悬赏的那辆奔驰车了……”前不久，莱州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李强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苦苦找寻未果的这辆车终于有了线索。

多年前，奔驰车所有者即本案的被执行人王某某，因公司经营向原
告B公司借款150万元。没想到，王某某的公司经营每况愈下，最终倒
闭，王某某为了躲债远走他乡、杳无音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过
前期的财产查控，发现王某某名下登记的帕萨特已经拍卖完毕。申请
人提供线索，发现其名下有一辆2016年买的挂北京牌照的奔驰车，预
估价值为50万元左右，但要找到这辆车无疑是大海捞针。

案件承办人庄立昆联想起之前莱州法院发布过多次执行悬赏公
告，与申请人沟通后，申请人立即决定悬赏一万元找车。莱州法院立即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抖音号等渠道发布悬赏公告，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等来了线索。

下一步，莱州法院将不断创新执行方式，利用好执行悬赏、失信曝
光台等手段，加强对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心理威慑，进一步营造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良好氛围。

悬赏一万元找到老赖的奔驰车

莱州法院创新执行方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讯员 刘筱潇 李洁 张元
见）近日，海阳公安依托合成作战平台快速破获一批群众身边的民生案
件，快速破案、惩处、追赃，回应群众期盼的迫切需要，全力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8月5日、6日、8日，海阳市东村、方圆街道连续发生十余起凌晨撬
盗临街商铺的盗窃案件，经营业户人心惶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案发后，海阳公安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调度，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侦破工作。第一时间调取了案发现场及周围十余家商铺视
频，并由合成作战中队通过大数据平台追踪案情，通过大量走访调查，
迅速确定了作案嫌疑人扎某，并立即把研判结果推送至当地派出所。

8月9日14时30分，朱吴派出所接到辖区北洛村村民姜某报案
称：8月9日上午自己外出上山干活时，家中的215元现金和一部手机
被盗。接警后，朱吴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取证工作
并随即将这一情况报给合成作战中队。

合成作战中队民警利用大数据平台开展综合研判，迅速确定了嫌
疑人的来往路径和作案时乘坐的交通工具，成功锁定乳山籍盗窃前科
人员宋某洋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进一步追踪，办案民警于8月10日9
时在城区一网吧内将宋某洋抓获。

海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侵财盗、抢、骗案件虽然案值
不大，但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治安痛点。为
切实改善辖区治安环境提高群众安全感，海阳公安在紧盯大案要案的
同时，对多发性、影响民生的小案发起凌厉攻势。

海阳公安依托合成作战平台

快速破获一批民生案件

■ 核心提示

2015年以来，两个因烟台南站而成
立的派出所——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
南站广场派出所、青岛铁路公安处烟台
南站派出所，积极探索路地联勤联动的
“一体化警务协作新模式”，在合署办公、
机制融合、资源融合中合力破解工作难
题，提高了警务工作效能，真正实现了
“1+1>2”。

两个派出所联合开展广场站区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