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张卫
建 ) 凌晨两点多家里还有人没
睡觉，但到天亮时，却发现家人放
在客厅里的现金不见了。该居民
住在五楼，并且安装了防盗网，钱
是怎么被盗的？警方初步认定这
是一起凌晨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件。

17日早晨，家住城区渤海八
路黄河十路一小区的李女士在上
班前，发现放在家中客厅里的手
提包好像被翻动过。经过查看，李
女士发现钱包里的1800元现金不

翼而飞，而此时家人还都没有外
出，家人也都表示没有动过包，李
女士这时意识到家里进贼了。

李女士及家人赶紧查看家中
的其他物品和门窗等处，所幸，除
了1800元现金家中没有丢失其他
物品，其他房间里也没有被翻动
的痕迹，门窗也完好无损。李女士
家在五楼，所有窗户都安装了防
盗措施，盗贼是怎么进入的呢？

李女士的母亲告诉记者，家中
被盗，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
17日凌晨2点半的时候，儿子还在

卧室里上网，并没有听到异常声
音；再者家中安装了防盗窗，盗贼
不可能从窗户进入。因此只有一种
可能：盗贼是开门进入的房间。

事发后，李女士立即拨打了
报警电话，当天上午，滨城公安分
局彭李派出所和滨城公安分局刑
警大队民警到李女士家中对作案
现场做了勘查。据了解，当天凌
晨，与李女士同住一栋楼的一户
居民家中也有盗贼入室，所幸没
有财物损失。

滨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孙警

官介绍，根据现场情况，这应该是
一起发生在凌晨的技术开锁入室
盗窃案件，犯罪分子通过作案工
具打开居民家门实施作案，“这种
案件犯罪分子入室后一般只在房
门附近和客厅里活动，很少进入
卧室和书房等房间，作案目标主
要是放在客厅里的财物。”

对于技术开锁案件，孙警官
建议市民入睡前不要把门一关了
之，最好是反锁一下，或者从房内
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内，这样基本
可以防止技术开锁的发生。

阳信县水落坡镇东王岳村，200多户人家每天到附近村庄拉水喝

村里没人管 停水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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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停水三个多月

村民到附近拉水喝
近日，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

反映，老家阳信县水落坡镇东王
岳村村中停水多月，全村百姓只
能到附近拉水喝。

17日，记者来到水落坡镇，走
在通往东王岳村的路上，正遇到
一个村民骑着电动车远远地颠簸
而来，车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空塑
料桶。“俺就是东王岳村的，村里
停水没水喝了，这不俺到镇政府
大院装水去。”该村民告诉记者，

“今年过完年没多久就停水了，到
现在也没供水。现在村里人有的
去邻村亲戚家装水喝，有的去镇
政府大院装水喝。”

进村后，一提到停水的事情，
村民争相向记者讲述困境。一位
王姓村民带记者来到自己家中，
指着屋门口放置的一个大大的塑
料桶说：“这本来是用来晒洗澡水
的，现在我家用它装水喝。”在王
先生的屋里大大小小摆满了塑料
桶，“路不好走，到别处带水很麻
烦，还好我家有辆大卡车，每次我
都装上十多个水桶。拉回来的水，
要分给我父母家、嫂子家，还有一
个哥家。隔个四五天就要出去拉
上一卡车。”

在另一户村民家，院子里放
着一个大水缸，水缸里的水非常
浑浊，看不见水缸底。户主告诉
记者，那是他们家在停水后买来
电机在地下抽上来的水。“这水
又脏又咸，我家用它来洗衣服、
刷碗啥的，但附近有几个老人都

上了年纪，出不去也拉不了水，
就来装水喝。”户主说，“我们村
东南角还有户人家，老两口都将
近80岁了，都得了脑血栓，儿子
也得了病躺床上，那老头儿就柱
着拐杖到我们村废弃了很多年
的一个井里打水，那井里的水可
怎么喝啊！”

半年多村中无村官

无人收水费致停水
问起停水的原因，村民给出

同样的回答：没人收水费，交不上
水费就停水了。

据了解，东王岳村自前年家
家户户都安上水表通上了自来
水，水费由村主任负责定期在各
户查水表收取后统一交给自来水

公司。然而去年10月份村主任辞
职不干了，自那时村民的水费就
没人负责收取。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我们
村一个村干部也没有。我们也想
着三五个人一起把大家的水费收
上来，但是水表数据存底在原来
的村主任那儿，再说大家都怕别
人说闲话，不愿揽这活。”一位村
民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村民都
急切盼望恢复供水，“镇政府的
人派个人来或者自来水公司的
派个人来，组织着把水费收上
来，大家肯定都立马把水费交
上，我们就是希望赶紧有人来管
管这事吧！”

随后，记者联系到水落坡镇
自来水所，李所长解释称，东王岳

村欠了3个月的水费未交，“我们
年前时候就开会告诉他们村要交
水费，我们考虑过年期间用水多，
没给他们停，年后还是没人来交
水费才给他们村停水的。”至于自
来水公司派人到村中收取水费的
问题，李所长表示，“按照规定，我
们只负责查看村里的总水表，各
户的水费都是各村村委的人负责
收取的。”

记者又联系到水落坡街道办
事处田书记，田书记表示由于东
王岳村村子贫穷，还有几万元的
外债，所以一直没人愿意接手村
主任一职。“村主任的问题我们正
在处理中，考虑到大家用水困难，
我们打算明天先派两个镇上的工
作人员去帮着把水费收上来，给
村民供上水。”田书记说。

滨州阳信县水落坡镇东
王岳村，村中自来水已停了三
个多月。目前，全村200多户人
每天只能到附近村庄拉水喝。

一一位位村村民民骑骑着着电电动动车车到到邻邻村村拉拉水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青青 摄摄

门窗未损，客厅里的现金不见了
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凌晨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刘涛)

滨城区居民王志刚5月份与滨
州“家门口”蔬菜公司签订加盟合
同，并上交给公司3万块钱。5月
底，由于经营不善，王先生向公司
提出终止合同申请。当时公司承
诺将3万块钱全额退还给他，但直
到现在，“家门口”蔬菜公司没有
给王志刚分文，而且还以各种理
由推脱。

5月10日，滨城区居民王志刚
与滨州“家门口”蔬菜公司签订合
同。按照合同，他分别在黄河小区
三区和丽景馨园小区院内，由“家
门口”蔬菜公司设立的“农居对
接”营销点上营业。合同生效期分
别为6月1日和9日。由于承包一个

营销点须向“家门口”蔬菜公司上
交1 . 5万元，王志刚向公司交了3
万元。签合同时，公司向王先生承
诺，如果营销点经营不好，可随时
提出终止合同申请。

签订合同后，正赶上黄河小
区三区“农居对接”营销点转让，
在公司的建议下，王先生临时经
营该营销点，并承诺6月1日前，不
会向他收取设备使用费。王先生
在经营半个月后，由于经营状况
不好，遂向公司提交终止合同申
请。“我在5月底向公司董事长邹
业丰打电话提出终止合同申请，
当时他在烟台，等他回来后给我
答复。”王志刚说，但他去了一个
星期还没回来，等有人打电话给

他，说要报案时，邹业丰才匆匆赶
回。

6月10日，邹业丰告诉王先
生，他会在一个星期内将3万块钱
全额退还给他，但为保证黄河小
区三区营销点正常运转，需要他
在该营销点上再干一个星期。

“今天6月17日是期限的最后
一天，但3万块钱还没退还。昨天
我给邹总打了一天电话，一直无
人接听，今天早上好不容易打通
了，他说再缓两天。”王志刚说，他
承包的丽景馨园小区营销点，由
于公司迟迟没有将板房盖起，他
也一直没有营业。

17日下午，记者试图通过电
话向邹业丰了解情况，但对方手

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随后，
记者又通过电话向“家门口”蔬菜
公司总经理王洪泉了解情况。他
告诉记者，以往加盟商提出终止
合同申请后，两个月内公司会将
相应款额退还给加盟商，“王先生
在丽景馨园没有营业，公司会将
该营业点的全部费用退还给他，
但他在黄河小区三区已经营业，
公司需要扣除此营业点的部分费
用。”

当记者问到邹业丰曾承诺全
额退还给王先生时，王洪泉表示，
由于平时他主要负责蔬菜采购、
配货等事宜，至于邹业丰如何向
王先生承诺的，他不清楚，“还是
由邹总答复比较好”。

承诺全额退款，咋现在还不退呢？
“家门口”蔬菜公司老总电话老是打不通急坏了加盟商

丈夫生前借款

妻子应当偿还

儿不尽赡养义务

父亲告上法庭

本报 6月 1 7日讯 (记者
赵树行 通讯员 张子正)
2012年2月，李某某以做生意
需资金周转为由向王某借款
18000元。同年11月，李某某因
发生交通事故不幸死亡。后
王某向李某某妻子刘某多次
追索该笔借款未果，为此诉
至法院。近日，沾化县人民法
院对该起债务纠纷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刘某应在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某借
款18000元。

沾 化 县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王某与李某某之间的借
贷关系依法成立。李某某向
王某的借款，系李某某与刘
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
的债务，且刘某在审理期间
未 提 出 抗 辩 ，故 应 认 定 该
18000元为李某某与刘某间的
夫妻共同债务。因李某某与
王 某 未 对 借 款 利 息 进 行 约
定，且王某亦未提出利息主
张，刘某无需支付借款利息。
现李某某已死亡，刘某应对
该债务本金承担清偿责任。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赵
树行 通讯员 姜玉霞 ) 30

年来，亲生儿子对老父亲不管
不问，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
无奈将儿子告上法庭。

原告朱某，现年85岁，育
有两儿一女，被告朱某某为长
子。朱某称其一直在二儿子家
住，自己做饭，粮食、钱都是二
儿子供给，大儿子一直没有尽
过赡养义务。朱某某以自已从
两岁时过继给其叔父朱某印，
跟朱某印母亲生活至八岁，然
后去姥姥家，九岁左右回家上
学为由不愿承担赡养义务。

法院认为，依法赡养老人
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朱某现已年迈，丧失劳动能
力，无收入来源，有要求子女
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朱某现有
子女三人，均有赡养老人的法
定义务，关于赡养费、医疗费
负担的数额，原则上应均摊。
考虑到实际需求和当地生活、
医疗水平，朱某要求朱某某第
一年给付赡养费1500元，以后
每年支付赡养费1 2 0 0的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该请求额属合
理范畴，遂判决朱某某支付朱
某本年度赡养费1500元，以后
每年支付赡养费1200元，于每
年的1月15日前付清。

对行车辆开大灯

货车骑上隔离带

17日凌晨3时许，一辆油罐
大货车正常行驶时，由于对行
车辆开大灯，致使货车司机看
不清前方视线，不料将车开到
中央隔离带上。油罐车前方受
损，所幸司机没有受伤。

本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云梓 张景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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