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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
习记者 蒋慧晨) 一名男青
年热衷改造摩托车，因为手头
紧便动了歪念头，与同伙陈某
3个月偷了8辆摩托车，并以低
价卖给废品收购站。目前，这
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

3月15日，奇山派出所执
勤民警发现一男子以600元
每辆的价格向废品收货站低
价出售踏板摩托车。20日，又
有居民向奇山派出所反映，

在上山路附近一小型车棚内
有两辆可疑摩托车，值班民
警盛警官立即前往该地点进
行蹲守。21日上午，一名初中
生模样的男子前来提车，盛
警官立即上前盘问。这名男
子陈某称，两辆摩托车是他
和同伙陈某某偷的，此时陈
某某正在一废品收货站内等
待销赃。随后，民警将陈某某
抓获。

据了解，陈某某刚满18周
岁，而“初中生模样”的陈某才
14周岁。陈某某是一名摩托车
“发烧友”，热衷改装摩托车，
经常同朋友一起“飙车”。去年
11月，陈某某因盗窃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今年1

月，处在缓刑期的陈某某手头
有点儿紧，便打起了偷摩托车
的主意。后来陈某某认识了14

岁的陈某，将陈某发展成他的
“小兄弟”，帮助他将摩托车推
到僻静处，他再将摩托车骑走
销赃。不管价值多少钱的摩托
车，陈某某都是600元就卖，陈
某通过帮忙每次都能分点钱
花。

从今年1月至3月，两人在
幸福辖区和奇山辖区共偷窃
摩托车8辆，所得赃款全部被
挥霍。目前，已有6辆摩托车被
追回，其余车辆还在追查中。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刑事
拘留，他因在缓刑期重新犯罪
将被从重处罚。而犯罪嫌疑人
陈某因不满16周岁，被其父母
领回，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两人手头紧 联手去偷车

3个月偷了8辆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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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挡路，小伙踢车寻车主
结果一方要烤漆费，另一方要精神损失费，两车主为此争执半小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见习记者 宋佳 ) 1日上
午11点左右，在西大街附近
一条小路上，一辆奥迪车堵
住了一辆白色QQ 车的去
路，QQ车主等了几分钟不
见奥迪车主现身，就上前踢
了奥迪车前门，警报器的动
静引来了车主，双方争执了

半小时，在热心市民调解
下，奥迪车车主先行离开现
场。

1日上午1 1点左右，记
者在西大街附近美人煮时
尚麻辣烫门前的一条南北
向小路上看到，一个小伙儿
正在跟一位中年男子比划
着，表情很愤怒，双方争吵

不断，路过的市民纷纷投来
好奇的目光。

“早晨我去买菜的时
候，就看见他们在这吵，买
菜回来了，他们还在吵，吵
了能有半个小时了。”家住
西大街附近的孙女士告诉
记者，具体原因她不清楚。

中年男子刘先生指着

不 远 处 的 早 餐 店 告 诉 记
者，他去蓝白买早餐，没多
会儿，就听到车子的警报
器响了。他急匆匆地出来
查看情况，车被踢了不说，
还被小伙劈头盖脸骂了一
顿。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
南北向的小路上停了一排

车，小伙子的QQ车停在路
边，前后都停着车，刘先生
的黑色奥迪紧挨着QQ车停
在旁边。“我急着出发，有车
开不走，等了五六分钟，没
见车主现身，越等越不耐
烦，一时气急，照着车前门
就来了几脚。”小伙子说，警
报器的响声引来了车主刘

先生。
看着爱车被踢得掉了

一层漆，刘先生也生气了，
他向小伙儿索要烤漆费，小
伙儿向刘先生索要精神损
失费，双方不依不饶，又争
吵起来。在热心市民的调解
下，刘先生才懊恼地开车离
开现场。

鸡棚内烧锅炉引发大火

五万多只小鸡被熏死
本报热线6610123消

息 (通讯员 姜宁宁 记
者 孙淑玉 ) 在鸡棚内
搭个锅炉本想给小鸡做
好保温，没想到却因此埋
下 隐 患 ，鸡 棚 温 度 保 住
了，可火烧得“太旺”，导
致鸡棚起火。2 9日，莱山
镇一家养鸡场着火，虽经
民警和村民全力扑救，但
仍有差不多五万多只小
鸡苗被熏死。

莱山镇的吴某经营着
一家养鸡场，五个鸡棚共
养了20多万只小鸡苗。为
保证棚内温度，吴某在自

家鸡棚内烧起了锅炉。29

日早上6点左右，吴某来到
鸡棚想到锅炉上添点煤
火，走近一看才发现中间
一个鸡棚冒起了浓烟。慌
了神的吴某立即报警求
助，莱山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立即赶到现场。

“塑料大棚顶上直冒
烟，小鸡苗都熏得差不多
了。”出警民警告诉记者，
由于吴某的大棚内全是
塑料，发现时火势已经蔓
延，五万多只小鸡苗差不
多都熏死了。经民警和赶
来的村民全力救助，火势

最终被控制住了，没有殃
及剩下的大棚。

鸡棚咋会突然起火？
附近村民猜测春天气温较

高，从烟囱内冒出的烟灰
不能瞬间降温，而鸡棚是
用塑料泡沫和草垫搭建
的，这才引起了大火。

鸡鸡棚棚着着火火。。图图片片由由通通讯讯员员提提供供

司机酒后驾驶

闯单行线险些撞警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曲涛 孙鹏 记者
鞠平 ) 酒后开车最怕遇到
民警，不过3月29日晚，酒后
驾车的张某却将车直接冲着
警车开过去，差点撞上警车。
张某将面临着扣12分，吊扣6

个月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
处罚。

29号晚上9点左右，芝罘
分局的巡逻警车正在白石路
巡逻，行至建设路和白石路
交叉口时，突然一辆红色轿
车由南向北闯单行线急速冲
了下来，民警一个急刹车，好
险，两车差一点就撞上了。派
出所民警随即对驾车男子进
行例行检查。身份证显示该
驾驶员姓张，3 6岁，芝罘区
人，经过检查一切正常。可是
面对警察盘问，张某显得有
点紧张，民警在询问过程中
闻到张某身上散发着酒味。

“你是否喝酒了？为什么
酒后还驾车？”面对民警询
问，张某百般抵赖。“我认识
你们队上的王警官。”张某开
始套近乎，当得知是派出所
民警例行检查时，张某明显
胆气一壮，“我酒后开车违法
不假，好像不应该你们管，应

该是交警的事情吧。”张某有
恃无恐。随即巡逻民警通过
指挥中心联系到交警二大队
的值班巡逻民警，二大队的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面对赶来的交警，张某
傻了眼。当二大队的民警要
对张某进行酒精呼吸测试
时，张某左躲右闪拒不配合。
无奈，二大队民警与派出所
民警一起将张某连人带车带
到队上，准备对张某进行抽
血检测。张某一看躲不过去，
又耍起了赖皮，“车不是我开
的，你们凭什么抽我的血，你
们有证据吗？”张某和交警叫
板。可是随后发生的一幕让
张某哑口无言。交警拿来了
派出所民警的执法记录仪，
包括张某在车上的镜头，与
民警的交谈都清楚地显现出
来。

原来，派出所民警佩戴
的执法记录设备已将整个事
情记录下来。最后张某老老
实实地进行了酒精测试，结
果显示73ml\100mg，属于酒
后驾驶，随后民警扣留了张
某的机动车驾驶证。张某将
面临扣12分，吊扣6个月驾驶
证，罚款1000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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