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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济南

不停地装，不停地被偷
小清河景观灯屡遭黑手，工程没完成已先后丢了800多套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谢伟伟) 这两天，家住
建设路78号楼四单元的居
民已经过了2天没有电的
日子。停电的原因只是电
闸上一个小小的开关坏
了，可是因为总闸在一家
商店里面，而店主一直无
法联系，让修理成了难题。

“停电两天一夜了，别
的无所谓，关键天这么冷
我们受不了啊。”家住该楼
的盖女士说因为这栋楼没
有供暖，所以家里每年过
冬都是用电暖。“这两天气
温这么低，我们年纪又大
了，一停电真是受不了啊，
冻得我头疼。”

盖女士无奈之下自己
联系了维修工前来修理。
维修工检查之后发现只是
电闸上的一个开关坏了，
很容易修理。“听维修的师
傅一说好修，刚松了一口
气，可紧接着又来了一个
大难题。”

原来，这栋楼的总电
闸在附近一家小商店里，

可无奈店门紧锁，原来商
店的老板回四川老家过年
至今没有回济南。“老板在
门上留了个联系电话，可
是打过去电话已经停机
了。”

10日下午，记者拨打
二七新村派出所的电话寻
求帮助，但是民警表示，在
无法联系上商店老板的情
况下，他们也无权打开店
门。“因为商店里存放着货
物，万一发生纠纷很难处
理。”民警建议，先找到房
东，让房东跟商店老板联
系或者由房东监督打开店
门。

“联系不上就不能修，
修不了就用不上电，这可
咋整啊？”这让盖女士很发
愁。

这家商店具体位置在
建设路78号院大门外，是
一家经营钢窗的商店。各
位读者如果您认识商店的
老板或者房东，请您拨打
本报电话96706126告诉我
们，帮助楼上的居民尽早
通上电。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陈玮) “嘀嗒、嘀嗒”，
10日中午，泺文路一家家纺
店的营业员忽然发现从天
花板渗下水来，“楼上住户
没在家，店里全是怕水的家
居用品，这可咋办呀！”

“刚开始还以为是楼
上在晾衣服呢，没在意，后
来声音越来越紧，才觉得
不对劲。”家纺店一位营业
员告诉记者。因为店面是
正觉寺小区居民楼一层的
沿街房，楼上全都是居民
住房，所以两个店员先是
把楼上挨家挨户地敲了个
遍，最后才确定了漏水的
这户人家，但不巧的是，这

户居民家中却一直没人，
周围邻居也都没有该业主
的联系方式。

眼看着水流不止，业
主又联系不上，情急之下
营业员只好又拨打了110

请求帮助，“民警说13号楼
4单元这户没有登记信息，
因此他们也联系不上。”

了解到情况后，下午2

点半，记者来到该家纺店。
为了应急，服务员临时用
一个涮拖把的蓝色塑料桶
在下面接着水，外面库存
的部分家纺用品目前也还
没有被弄湿的危险。

“街坊邻居有知道的
帮忙通知下该户的主人。”
两位女营业员无助地说。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陈玮) 近日，在济南一
所高校读研究生的小姜提
前结束了自己的假期从老
家回到学校，没想到刚在宿
舍住了没几天，钱包和电
脑在睡梦中被贼偷走了。

10日早上10点左右，
住在该高校18号楼3楼某
宿舍的小姜起床后，发现
自己放在桌上的钱包和笔
记本一夜之间竟然都不见
了。

“很多研究生期间的
课题资料和论文都存在笔
记本里了，而且钱包里也
有很多银行卡、身份证等，
一个一个补办非常麻烦。”
小姜告诉记者，想到这些
他赶紧拨打110报了警。

“报警之后我在宿舍
楼里四处打听了一下，听

说2楼两个宿舍的笔记本
和钱包之类的贵重物品也
都被盗走了，同学们都觉
着很蹊跷，因为宿舍楼大
门有门禁，夜间也都上锁，
平时带电脑出门都要登
记，宿舍房门睡觉的时候
也都插上了门闩，东西怎
么就不知不觉地被偷走了
呢？”小姜纳闷地说。

记者了解到，10日中
午12点，办案民警已经来
到学校进行了调查，初步
判定小偷是凌晨4点左右
从2楼窗户翻进来的，然后
顺着 2楼阳台往上爬到 3

楼，来到小姜的宿舍把东
西偷走的。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
步调查中，民警提醒提前
返校的大学生，就寝前将
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放
进储物柜并落锁。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殷亚
楠 实习生 郭金凤) “晚上两岸都
被照亮了，红红绿绿的特别好看。”家
住秀水花园的于女士满是欣喜地说。
小清河的亮化极大提升了济南北部的
城市面貌，但负责亮化工程的一家公
司近日却大倒苦水，原来自2009年他
们开工以来，失窃不断，先后已被偷走
八九百套灯具。前两天，又有六十多套
地灯被盗走了。

“前两天，洪园闸桥边又有六七十
套景观灯被盗，我们的工程进度都被
耽误了。”9日，负责小清河部分河段亮
化工程的一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吴先
生给本报打来电话。吴先生所在的公
司负责小清河前进桥至贤文桥之间河
段的景观亮化，可是景观灯频频遭遇
黑手，使他们施工屡受影响。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小清河还乡
店段，发现河岸边有许多灯体被挖走
后留下的痕迹。在一棵松树底下有
一个洞口，直径约二十厘米，深约十
几厘米。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
显然是前段时间刚安装的地埋灯被
盗了。另外，还有的只留下一个黑色
的灯座，灯泡和灯罩被拧走了。沿草
坪行走，记者看到，在草坪里有许多
口不大但很深的洞。这位工作人员
说，这些是丢失最多的草坪灯所在
的位置，它们先被破坏后全部被盗
走。

吴先生说，他们是深圳市中孚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部分小清河
河段的景观亮化工作，工程绵延两岸
长约5公里。景观灯是从2009年开始安
装的，初步计划今年“五一”交工，但失

窃情况一直发生让施工无法正常进
行，而且公司损失严重。“去年‘十一’
期间公司曾进行过一次补装，但这些
装饰灯反复丢失”。

据该公司统计，截至目前，地埋灯
原安装400套补装190套现剩100套；草
坪灯丢失也十分严重，安装了近400套
现在全部被盗；此外，电缆也有被盗的
情况。

灯具被盗后，公司内部也采取过
相应举措，比如组织专门人员晚间巡
逻、聘用安保公司等，但偷盗行为屡禁
不止。“实在太难办了，不停地装，不停
地报警，但还是不停地被偷。”吴先生
无奈地说。他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帮忙
出出主意，避免景观灯被偷的现象继
续发生，否则工程完工后景观灯的“安
危”仍是一大问题。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吴金
彪) 一病人家属在医院自动取款机
取钱时，机器吐出1500元，他没有被不
义之财迷惑，主动报警将钱和卡上交。
10日上午，失主找到民警并将钱和银
行卡取回。

2月3日17时许，五里沟派出所民
警接到报警称：一男子在省立医院门
诊大厅自动取款机取钱时，发现一张
银行卡和1500元现金，求助民警。民警
田素理、于春光到达现场后了解到，
报警人周某准备在自动取款机插卡
取款时，银行卡插不进去，就误按了
自动取款机的操作键，没想到自动取

款机很快吐出1500元，周某立即报了
警。

民警注意到银行卡上写有持卡人
名字“朱××”，不过通过查询，叫“朱
××”的达70余人，无法确定失主，后
民警又通过齐鲁银行服务电话联系失
主，但是银行方面称没有持卡人的联
系电话。

时隔近一周，9日下午，省立医院
护士朱某急匆匆地来到派出所报案，
称其银行卡被盗刷了1500元。民警受
理后核实，2月3日下午，失主朱女士来
到省立医院门诊大厅的取款机取款，
接了其家人的一个电话，因事情紧急，

朱女士只顾了接手机不经意间就离开
了取款机，密码已经输完 却 忘 记 取
卡，2月9日想取款时发现银行卡不
见了，到银行查询才发现卡里少了
1500元。

10日上午，朱女士到五里沟派出
所将钱和银行卡取回，并对民警和捡
钱和卡的好心人表达了感谢。

民警田素理介绍，捡到银行卡和
现金的周林位是菏泽农村人，家境贫
寒，在省立医院给孩子看病已花费十
余万元，但他当时却一再向民警表示：

“失主也可能是一位很需要钱的人，一
定尽早还给失主。”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崔岩
实习生 张姗姗) 因抢羊入狱刚

刚被释放，就又打起了抢羊的主意，伙
同他人把看羊的老大爷打伤后，趁机
将人家养的9只羊装车抢走了。经过几
天侦查，这名抢羊的“灰太狼”及其同
伙终于被逮住了。

9日下午，天桥刑警四中队审讯室
内，偷羊的刘某悔恨不已。“我欠了朋
友的钱，妻子又快要生孩子了，家里经
济困难，就想弄点钱花。”刘某说完，失
声痛哭起来。

据民警介绍，2月5日早上，天桥区
大桥镇靳家村村民张大爷正在村头放
羊，一抬头看到，一辆红色的三轮摩托
车载着四名男子直冲自己而来。正在

纳闷，四名男子已经下车，手持棍棒就
开始殴打自己，一番威胁过后，张大爷
才弄明白，他们的目标是自己喂养的
羊。

一阵殴打威胁过后，四名男子急
匆匆地将9只羊装进了三轮摩托车。追
赶不上，受伤的张大爷艰难地回了家。

“老人脸都被打肿了，你说为了几
只羊至于吗？”9日，张大爷的女婿焦先
生告诉记者，当天张大爷是“哭着回了
家”，老人不光左脸颊被打肿了，两颗
牙齿也被打落了。气愤的家人立即报
了警。

接到报案后，天桥公安分局立即
组织天桥刑警四中队和大桥派出所成
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查。根据受害

人提供的线索和犯罪嫌疑人体貌特
征，经过三天对嫌疑人逃跑路线和周
围村庄的走访调查，民警2月7日最终
确定了嫌疑人身份，查明共有五人参
与此案，其中四名实施抢劫的男子是
济阳县人，一名女子是大桥镇人，涉嫌
提供作案工具。

经过一番部署，2月8日，天桥警方
先后在济阳孙耿、垛石、回河、大桥地
段将嫌疑人刘某及其同伙信某、张某
抓获，另外两名嫌疑人目前在逃，涉案
价值两万余元。

据办案民警蔡茂勇介绍，其中一
名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24岁，济阳县
人，曾因抢羊被判6年有期徒刑，去年
刚刚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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