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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恃身手敏捷，专门“高空作业”
两名“阳台大盗”昨天凌晨在北极星花园小区落网
本报记者 孔雨童 鞠平 通讯员 于作阳

两个从四川山区来
的窃贼自恃身手敏捷，

23日凌晨在北极星花园
小区“高空作业”，在连
续偷了三户人家并顺着
平台下来时，正好撞上
守候多时的西大街派出
所民警。

据警方介绍，这两
个窃贼已先后在夹河
苑、芝幸里小区作案多
起。

两黑影凌晨盗窃被捉

23日凌晨2点多，西大街派

出所民警隋志杰和几位民警正

在北极星花园小区巡逻，忽然听

到居民楼的三层平台上传来一
阵响声。

“我们过去一看，平台上有

两个小伙子正探头探脑。”隋志

杰说，那排楼是东西向的，紧靠

着一排约有三层楼高的商铺，商

铺顶是一个很长的平台。由于商

铺都已关门，民警们找不到爬上

平台的路，便决定先不打草惊
蛇。

过了一段时间，这两个人

从平台上下来了。刚一落地，民

警们立刻围了上去，两人从身

上掏出皮带，想跟民警比划比
划。民警们制服了其中一个，另

一个见状开始向东疯狂逃窜。

“这两个人身手非常灵活。”隋

志杰说，逃跑的窃贼一下子跳

上一辆轿车的车顶，又借势蹿
上近3米高的墙头，迅速不见了

踪影。

民警对被抓的小伙子展开

审讯，但是他一言不发。民警在

他身上搜出一个宾馆的钥匙牌，

但是上面没有标注宾馆名。随

后，民警又搜出他的身份证，在

系统上一查，查到了这两名窃贼

所住的宾馆。

民警们火速赶到西大街附

近的这家旅店，把刚收拾好行李

的逃跑窃贼堵在了门口。

沿雨水管道爬下作案

这两个盗贼是怎样作案的？

23日下午，记者跟随隋志杰

来到北极星花园小区。“他们就
是从那里爬到平台上作案的。”

隋警官说，根据两个窃贼的交

代，他们是从居民楼四楼的楼道

窗户中钻出，然后沿着雨水管道

往下爬到旁边平台上的。他们找

了几家没有关窗户的住户，从窗
户钻进去偷盗。

隋志杰说，虽然两人已经被
抓，但是民警只在收拾好行李准

备潜逃的窃贼那里搜出3部手

机。23日上午，民警再次来到这

个平台搜索，结果在一个住户家

养花用的木盒子里又搜出2200

元钱，在一个大水桶里找到一部

手机。

据两人交代，他们都是四

川人，家住山区，从小善于攀
爬，此前曾在南京等地作案多

起。来烟后，23日凌晨他们在北
极星花园小区盗窃3次，21日晚

在南大街一户居民家中盗窃一
次。但民警对两人使用的手机

查询发现，两部手机分别是夹

河苑小区、芝幸里小区失窃案

中居民丢失的。

“天气变暖，居民家中开窗
通风时要注意防盗。”隋警官提

醒，居民外出或夜间睡觉时，一
定要检查自家的窗户，有条件的

应尽量安装防盗窗栓和室内防

盗网。

此外，隋警官特别提醒，楼

上的居民还应尽量安装室内防

盗网。“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

况：一楼安了防盗窗，小偷就踩

着防盗窗上了二楼。为了您和

大家的安全，最好在室内安装

防盗网。”

什么是防盗窗栓

在西大街派出所，记

者见到不少窗户的内侧一

角都安着一个小锁，外侧
窗户上则钻有一个小洞。

隋警官介绍，开窗的
时候把窗户向外推出后，

这个锁可以通过小洞把窗
户固定起来。这样既能给
窗户留有一个空隙保持通
风，又能保证外面的人打
不开这扇窗。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温全福 王
琳 实习生 施敏) 23日起，交

警一大队将利用DV摄像机摄录

取证，对市区内主干道上直行机

动车违法占用右转弯车道的交

通违法行为展开集中整治。

上午10时30分，北马路与大
海阳路交叉口上，八九辆由西向
东行驶的直行车在等待红绿灯

时排起了长队，此时从后面陆续

赶来的一些车辆径直驶入右转

专用车道。排队靠后的车辆不甘

示弱，也跟着驶入右转车道。此
时，一些打右转向灯的车辆不停

地鸣笛，示意前车让路。

执 勤 的 王

警官告诉记者，

一 些 右 转 车 遇

此情况，只能被
迫 加 入 到 直 行

车 的 行 列 或 频
繁变换车道，如

此一来，自然会

导 致 交 通 严 重

拥堵。交警一大
队 副 大 队 长 张

郁告诉记者，直

行车辆占用右转弯车道是目

前烟台市出现频率最高的交

通违法行为之一。

交警部门称，23日上午仅仅

一个小时，他们就查获占用右转

弯专用车道违法行为27起。车辆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将受到罚款
100元并扣2分的处罚。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崔
岩 张京亮) 近日，莱州市

工商局驿道工商所成功调解

了一起因啤酒瓶爆炸被划伤

脚而引起的一起消费纠纷，

受害者冯先生如愿获得了
700元的经济赔偿。

3月12日， 莱州市驿道

镇的冯先生和几个朋友在镇

驻地一家饭店吃饭，服务员搬

了一箱某品牌的瓶装啤酒放

在冯先生的酒桌旁，众人正在

喝酒尽兴时，冯先生旁边啤酒

箱里一瓶未开瓶的啤酒突然

爆炸，碎玻璃将冯先生右脚脚

踝拉了一道大口子。

冯先生的几个朋友赶紧

将他送往医院，前后花去治疗

费和医药费520元。冯先生在家
歇了两天也不能下地行走，后

来找到饭店负责人赵某提出

赔偿要求，但赵某以啤酒瓶爆

炸与饭店无关为由拒绝赔偿。

冯先生无奈之下于3月16日到

驿道工商所进行投诉。

工商所工作人员经过详

细调查了解后，发现情况属

实，冯先生也提供了医院的检
查证明和相关的治疗费用证

据。根据相关法规，经工作人

员耐心调解，饭店负责人赵某

同意赔偿冯先生700元，冯先

生表示满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衣学红)

明明承诺买厨具送赠品电饭

锅，然而想得到赠品还得交70

元钱。近日，市民陈先生就碰到

了这样的窝心事。

陈先生前些天在市区一
厨具专卖店订购了一套厨

具，花费2000多元，“正好碰
上该店店庆，店方承诺如在

本店消费，将免费赠送一台

价值约200元的电饭锅。”陈

先生介绍，“但我付款后，店

方却称该型号的电饭锅暂时

没货，并承诺在送厨具时将

电饭锅一起送去。”

几天后，厨具
送到陈先生家，而

送货的工作人员却

以不知情为由，并

没将电饭锅送给陈

先生。为此陈先生前后几次

到该店询问，但店方总是以
没货予以搪塞。

细心的陈先生在这个店

里发现了该型号的电饭锅，便

与店方交涉。而店方解释称，

由于价格调整，该电饭锅现在

的价格是270元，如果陈先生

想要的话，应额外交70元。

承诺赠送就不应该再要

钱，陈先生认为店方有欺诈

消费者的嫌疑，向市12315申

诉中心投诉。经12315中心工

作人员调解，店方最终按照

约定赠送了陈先生电饭锅。

格民警提醒

天暖和了，开窗通风要注意防盗

右转弯的车道都是谁在堵占

DV取证，一小时罚了27辆车

司机头部朝下被挤到胸

消防紧急施救转危为安

啤酒瓶突爆炸划破脚踝

饭店赔偿各种损失700元

想要电饭锅？再拿70元！

一专卖店发赠品还收钱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鞠平 实习生 刘艳

娟 通讯员 尹振宇 孔

波) 22日晚，在烟台市开发

区发生了一起车祸。货车侧

翻路边沟，车头变形，更严重

的是驾驶室中的司机，他的

头朝下被挤压到了胸部，一

度呼吸微弱。

22日19时，烟台开发区消

防三中队接到报警：大季家季
翔花园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名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急需

救援。到达事故现场后，消防

官兵发现，发生车祸的大货车

侧翻在路边的沟里，车头严重

变形。更让消防员焦急的是，

驾驶员被困在车内，头部朝下

被挤压在胸部，双腿被仪表盘
和变形的车体牢牢卡住，浑身

动弹不得，呼吸非常微弱，生

命危在旦夕。

消防指挥员立即制定出

营救方案，消防员首先利用

液压撑顶将挤压被困者的仪

表盘和驾驶座撑开，把被困

者的头部伸平，让救护人员

做简单治疗。同时对仪表盘

部位和驾驶座进行破拆，20

多分钟后破拆成功。正当消

防员准备救出被困驾驶员

时，意外出现了！原来，被困

者有一条腿被挤压在车头下

面，液压撑顶根本撑不起来。

现场指挥员孔波立即与

交警协调找来两辆吊车，利

用吊车吊起变形的车头瞬

间，迅速将被困者的腿搬了

出来，被困司机终于被成功

救出。

 消 防 员

在 紧 急 救
援。图片由
开 发 区 消
防提供

两个窃贼从四楼的楼道窗户往下爬到平

台上，然后寻找作案目标。 孔雨童 摄

▲防盗窗栓用处不小。

23日起，交警一大队将利用DV摄录取证，集

中整治违法占用右转弯车道行为。温全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