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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王卉 记者 赵壁) 篮

下伸贼手，专偷打球人，将
放在一边的财物盗走，其中
6部手机就价值过万元。一
年轻男子盗窃专挑篮球场
下手，日前被四方法院判刑
三年。

去年7月5日16时许，在
青岛市四方区抚顺路11号
青岛理工大学北院篮球场，
1990年出生的男子李某趁他
人打篮球之机，盗窃放置于
篮球架下的黑色HTC牌手
机一部。李某得手后，将手
机以1000元价格出售，所得
钱财挥霍一空。几天后，李
某再次来到该篮球场，故技
重施再次得手，盗窃篮球架
下的皮包和一部诺基亚手
机，皮包内有一部黑色苹果
手机、一部摩托罗拉牌手机

和90元钱。李某将三部手机
销赃，卖得3750元。此后，李
某转战市南区、四方区多个
篮球场地，又盗得两部手
机，其中一部是苹果手机。
经鉴定，李某盗窃的6部手
机案发时总价值为人民币
11019元。

案发后，警方从李某
手中追回部分赃物，李某
的家人赔偿了受害人损
失。

法院认为，李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
为构成盗窃罪。李某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又能退赔全部经济损
失，可从轻处罚。

近日，四方法院判决，
李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罚金5000元。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王卉 王丽娜 记者

赵壁) 因盗窃，暂住在四
方区的男子解某13年来先
后4次获刑。今年年初，又
因为在四方区某便利店，
偷猪蹄火腿等食物第五次
被逮捕。近日，四方法院判
决解某犯盗窃罪，判刑10

个月。
1981出生于即墨的男

子解某，从1999年开始，先
后四次因盗窃入狱。去年
底刑满释放后，解某暂住
青岛市四方区都昌路，老
实了不到3个月，解某又伸
贼手。

经审理查明，解某分
别于去年12月23日0时30分
许、同年12月25日13时许、
同年12月27日19时30分许，
先后三次在四方区人民路
一家便利店内，趁售货员

不备，盗窃猪蹄、干红、杏
仁、巧克力、洁面乳、口香
糖、三鞭酒等物品逃离。

去年12月29日12时30

分许，解某再次来到该家
便利店，趁售货员不备，故
技重施，盗窃火腿肠、猪
蹄、巧克力等物品，被公安
机关当场抓获。经鉴定，解
某盗窃物品共计价值人民
币299元。案发后部分赃物
被追缴并发还失主。

解某因此被公诉机关
起诉至四方法院。法院认
为，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其
行为构成盗窃罪，应予惩
处。但解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罪行，可从轻处罚。

近日，四方法院判决
解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4000

元，不得假释。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王卉 记者 赵壁) 青

岛某汽修厂老板牛某看上
他人办公室门前的硅化木
摆件后，找人偷偷拉走了。
失主报案后，牛某将木摆
件原物奉还。近日，因犯盗
窃罪，牛某获刑三年，缓刑
三年。

牛某是青岛某汽修厂
的负责人，见到鲁某摆放
在办公室门口的硅化木摆
件后，觉得挺好想据为己
有，安排张某将该硅化木
摆件运走、藏匿。去年5月
12日17时许，张某纠集另
外三人，将硅化木摆件装
车，运送至牛某指定的地
方藏匿。经鉴定，硅化木摆
件价值人民币13500元整。

案发后，鲁某报警，警方介
入调查。牛某见状，又找人
将摆件原物奉还，送回到鲁
某的办公室门口，得到了鲁
某的谅解。但牛某依然被公
诉机关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牛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
为构成盗窃罪，应予惩处。
考虑到牛某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目前已
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又
能积极预交1万元罚金，确
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适
用缓刑。

近日，法院判决牛某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罚金人民
币1万元。

抡木棍，男子打断亲娘腿
疑患有精神疾病，目前被送往医院治疗

下手便利店 惯偷五进宫
偷得猪蹄、火腿等物价值不足300元

看上他人物 找人偷拉走
汽修厂老板“完璧归赵”获缓刑

本报4月8日讯(通讯
员 栾云海 记者 刘
腾腾 ) 7日下午，城阳
区郭家庄社区一名疑似
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突
然发病，抄起家中的木
棍 将 自 己 母 亲 打 成 骨
折，最终，男子被随后赶
到的民警制服，并被送
往医院接受治疗。

7日下午2时20分许，
城阳区上马派出所接到
郭家庄社区居民报警称，
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的男子突然发病，拿着棍

子在社区内到处乱跑，见
人就打。接警后，民警立
即赶往郭家庄社区。

赶到现场后，民警
发现发病的男子正躲在
一条死胡同里，手中握
着一根长木棍，骂骂咧
咧地站在墙角处。附近
居民称，男子姓黄，今年
3 2岁，是青岛某大学的
本科毕业生。7年前，家
人发现他可能精神方面
出了问题，便很少让他
出门，不知道这次为何
跑出来了。

见黄某此时情绪比
较稳定了，民警决定上
前将他制服。谁知此时
黄某突然抡起手中的长
棍冲向民警，见状，民警
赶紧用胳膊挡住长棍，
并 趁 机 从 黄 某 手 中 夺
下。被夺走木棍后，黄某
趁机逃离了胡同，民警
赶紧兵分几路搜寻，最
终在黄某的家里将他制
服。此时，一名村民发现
黄某的母亲竟然躺在家
中的地上，已经昏了过
去，民警赶紧将母子俩

送往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救治

下，黄某的母亲醒了过
来。医护人员称，由于黄
某母亲左小腿部受到重
击，造成骨折，需要住院
治疗。黄某的母亲告诉民
警，儿子在几年前被查出
患有精神疾病，经常隔几
个月就发作一次。7日中
午，黄某再次发病，她试
图阻止儿子出门，没想到
却被儿子抄起木棍一顿
乱打。目前，黄某已被送
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本报4月8日讯 8日11时左右，
主要生产工业蜡的胶州市里岔镇青
岛市邦尼蜡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
火灾发生后，里岔镇政府和企业迅
速组织人员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后，胶州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全
力以赴灭火，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毕

维准带领市应急办、市公安局、市
安监局、市环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灭火。截止
到下午两点，经消防部门全力扑
救，火势已基本控制，过火面积大
约1600平方米 (含流淌面积 )。火灾
原因及损失正在调查落实中。

(本报记者)

胶州一工业蜡厂起火
未造成人员伤亡

百百岁岁帆帆船船添添景景

8日，具有百年
历史的全木质英国
籍帆船“快乐少女

“(Merry maid)号停
靠在奥帆中心主港
池。该船造于1904

年，已有 1 0 8年历
史。全船乘员8人，
分别来自英国、瑞
典、瑞士、西班牙等
国。他们将用两个
月时间环行亚洲。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4日，在极地
海洋世界附近，
游客们正在海边
给海鸥喂食，而
不远处的一堆垃
圾 显 得 格 外 刺
眼。旅游旺季即
将来临，海边的
脏乱差问题亟待
解决。

本报见习记者
吕璐

摄影报道

喜！

大大海海脸脸脏脏添添堵堵

忧！

篮下伸贼手 专偷打球人
“球场大盗”获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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