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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微博互动传授反扒经验
乘车时如何防扒，成了网民们最关心的热点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实习生 牛耘)

“冬季乘车更要注意防盗，

比如尽量将包斜挎在肩上，

而不是背后……”10月19日

上午，土屋路附近的济南公

安公交分局内，反扒民警按

照市局“公安微博大走访”的

统一部署安排，通过“济南公

共交通分局微博”与广大网

民进行了互动，并现场传授

反扒经验。

19日上午9点，济南公

安公交分局二楼会议室，在

分局白恩庆副政委的带领

下，刑警大队崔伟昌大队长，

反扒能手、第一派出所副所

长王刚等人正端坐电脑前，

忙着回答网友通过“济南公

安微博”、“济南公共交通分
局微博”提出的各种问题。

公交分局主要负责全市

公交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

查处发生在汽车站点及公交

车、出租车上的刑事、治安案
件。而在乘车时如何防范扒

手，成了网民们最关心的热

点。

“现在冬天了，穿得多

了，乘车时怎么才能防盗？”

微博上，一位网友向公交分
局反扒能手、第一派出所副

所长王刚发问。

“有几种习惯最易遭贼

手。”王刚笑了笑，双手在键

盘上飞舞，“比如乘车时掏钱

包找零，背包背在身后，手机

挂在腰间或放在外衣口袋，

还有就是人包分离，双手握

住车顶扶手等。”

“手机尽量放置在较深

的口袋中、钱包放在贴身口

袋……”他现场向网友传授
起乘车防盗经验来，“尽量将

包挎在肩膀上，并闭合好包
口；在站牌候车，尽量注意身

边陌生人的手部动作……”

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公

交分局新浪微博共收到网友

留言400余条，回复群众200

余条，被转发互动主帖600余

次。

“魔术筐”卖铜线

诈骗6000余元
三男子获刑九个月至一年不等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喻雯 通讯员 张

秀娟 于婷) 将编织筐

的底层设置夹层放入铅

板，再将予以出卖的废铜

线装入筐内，称重出卖废
旧铜线牟取暴利。以上是
三名无业人员周某、舒某、

张某精心设计的“挣钱”方
式，结果却因此身陷囹圄。

近日，济南市历下法院以
诈骗罪，决定执行周某、舒
某、张某九个月至一年不

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
万元。

据了解，周某、舒某、

张某是湖北籍无业人员，

三人以卖废铜线为名将改

装过的编织筐设置夹层，

放入重达134斤的铅块，并

将此编织筐连同夹层内的

铅块一起让收购人员称

重。随后周某以收购价格

太低为由，同舒某一起将

编织筐抬回车内，由周某

继续与收购人员商议价

格。舒某、张某趁此机会将

编织筐夹层内的铅块抽
出，待周某与收购人员谈

好价格后，舒某与周某一
起将抽出铅块的编织筐内

的铜线倒在废品回收站的

地上，之后，除去编织筐的

重量与收购人员结算。三

人5个月来在济南作案两

起，分别以每斤25元和每

斤23 . 5元的价格出售废旧

铜线，获利6499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周某、舒某、张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真

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

成诈骗罪。

恋爱一年女友提出分手

男子先拘禁后抢劫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吴金彪 通讯员

郝鑫城) 恋爱一年女友

提出分手，男子恼羞成怒，

竟与同伙将前女友劫持到

旅馆内非法拘禁，并抢劫

了她一枚金戒指后离开。

接到报警后，七贤派出所

民警日前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获。

9月1日上午，女青年

房某到七贤派出所报案，

称她于8月30日被前男友

赵某劫持至历下区佛山街

附近一家旅馆内，抢劫了

她一枚金戒指。房某告诉

民警，她在一家饭店打工。

2009年8月，她开始和赵某

谈恋爱。一年后，因性格不

合，她向赵某提出分手，赵

某不同意，经常威胁自己

并向其索要钱财。8月30日

下午，赵某与同伙来到自

己打工的饭店，将她强行

带至历下区佛山街的一家

小旅馆，非法拘禁房某23

小时并抢劫她一枚金戒

指。后来，赵某将那枚金戒

指拿到一家当铺当掉，得

到赃款1000元。了解情况

后，民警立即对此案展开

侦查。

10月15日凌晨零时

许，民警经过缜密侦查，在

北园大街将犯罪嫌疑人赵

某的同伙抓获。15日中午，

民警顺藤摸瓜在历下区的

一家旅馆内将赵某当场抓

获。经审讯，赵某22岁，济南

人，无业，2008年曾因抢劫

罪入狱。经审讯，两人对他

们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来济探友连遭霉运
黑龙江小伙多次受民警和救助站救助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牛

耘) 俗话说祸不单行，10

月14日，从黑龙江来济看

望朋友的小崔对此深有感

触：他刚下火车，钱包、手
机就没了踪影。流浪街头

的他被民警发现后送到了

救助站。可谁想，小崔准备

坐火车离开时，刚买的火

车票又失踪了。

14日上午，黑龙江的

小崔乘火车来济看望朋

友。谁想，刚下火车的他就
遭遇“不幸”：手机和钱包

不见了踪影。小崔身无分
文又没能记住朋友的电话

无法与对方联系。

16日，在街头流浪了

两天的小崔被巡逻的110

民警发现，民警将他送到

了济南市社会救助站。

这下总算能回家了

吧？救助站工作人员帮小

崔购买了一张回黑龙江的

火车票，可没想在济流浪

两天的小崔再次“霉运”当

头——— 他满心欢喜来到济
南火车站，可一摸口袋，却

立即从头凉到了脚：火车
票竟不翼而飞。

面对如此窘境，小崔

不好意思再回救助站求

助，他继续在街头流浪。结

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当晚

小崔不慎摔进了路边的下

水道，把腰扭伤。

17日上午11时许，纬

六路附近，小崔路过槐荫

巡警二中队门前时，又累

又饿的他连忙进去向值班

的110民警求助。

在核实了小崔的情况

后，110民警连忙到食堂里

给小崔端来了热饭热菜。

随后，征得小崔的同意，民

警又把小崔送到了济南市
社会救助站。最终，小崔安

全踏上了返乡的路程，他对

民警和救助站工作人员的

多次帮助也表示了感谢。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不让上车

乘客反感谢
原来公交员工机智提醒

市民免遭被窃

本报 9 6 7 0 6热线消
息 (记者 王光营 ) 你

见过司机不让上公交车
乘客还连说感谢的怪事
吗？18日上午，公交恒生

四队葛家庄站房接到了

一名乘客打来的电话，

对该队田娟、杨厚华、李

红英三位工作人员不让

自己乘坐公交车表示感

谢。

“这位老师请您等

一下，有位同志找您有

点事。”1 7 日下午 2 点

多，逛完千佛山庙会的

李女士准备回家，她刚

想上车，就被两名身穿

公交制服的员工伸手拦

下来。李女士有些诧异，

回头一望，不远处一个

穿公交制服的人正在向

自己招手。

“我不认识你，不让

我上车是怎么回事？”李

女士生气地质问道。“这

位老师，您先别着急，快

看看您包里的东西少没

少？”这时，李女士才发
现斜挎背包的拉链已被

人拉开，钱包偏离了原

来位置，万幸的是没有

丢失什么东西。

原来，刚到站牌前，

李女士就被三个小偷给

盯上了，这一切都被在

千佛山站点上维持站点

秩序的田娟、杨厚华和

李洪英看在眼里，这才

有 了 刚 才 发 生 的 那 一

幕。

19日早上，家住王官
庄的薛先生一开家门顿时
惊呆了：自己的银色三菱
爱车车前脸和右侧均被泼

上某种腐蚀性物质，油漆

大面积脱落，白花花散落

一地，车身露出大块的铁

皮。邻居们都说薛先生平

时人缘很好，跟邻居相处

很融洽，“不管有啥事，都

不该泼人家车吧？”

见习记者 刘志浩

摄 (线索提供人 王先
生)

爱车惨遭

“毁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