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蛤蛤来来玉玉健健康康饮饮用用水水配配送送站站

解解 放放 路路 配配 送送 站站
三三 站站 配配 送送 站站
南南 洪洪 街街 配配 送送 站站
幸幸 福福 祥祥 和和 配配 送送 站站
毓毓 璜璜 顶顶 配配 送送 站站
大大 海海 阳阳 配配 送送 站站
黄黄 务务 配配 送送 站站
小小 东东 夼夼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前前 七七 夼夼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芳芳 华华 园园 配配 送送 站站
莱莱 山山 区区 清清 泉泉 寨寨 配配 送送 站站
开开 发发 区区 华华 电电 小小 区区 配配 送送 站站
福福 山山 区区 民民 阜阜 路路 配配 送送 站站

“来玉”健康饮用水，由烟台心悦净水器有限公司联合齐鲁

工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共同研发出品，已于五一期间上市销

售。本公司是烟台市唯一集专业生产、自营配送、品牌提升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桶装水企业，因生产扩大，现面向社会招聘

优秀销售业务员20名，条件如下：

11、、年年龄龄2200--4400岁岁，，男男女女不不限限，，高高中中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可可招招收收应应届届生生。。

22、、服服从从公公司司管管理理，，听听从从领领导导分分配配，，有有良良好好的的团团队队协协作作精精神神。。

33、、月月薪薪11660000元元++提提成成++奖奖金金，，三三个个月月后后缴缴纳纳社社保保。。

请请拨拨打打全全市市统统一一订订水水热热线线44008855555555，，即即可可畅畅饮饮来来玉玉健健康康饮饮用用水水 。。联系人：徐经理 18660573752 宋经理 1369535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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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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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玩“36计”，民警教防盗秘籍
夏季盗窃案件频发，衣食住行中都会有“漏洞”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侯艳艳
见习记者 蒋大伟) 近日，本报

接到数个市民在公交车上财物被盗
的来电反映。9日，记者采访了市民的
被盗经过，并联合公交司机给大家
支招。公交司机说“拿好东西往里
走”，暗示有惯偷(本报7月10日B11版
报道)。夏季盗窃案件多发，小偷盗窃
使出“36计”，让你防不胜防。10日，本
报记者专访反扒民警，为您解析衣
食住行中的防盗秘籍。

穿衣方面，商场试衣间和换鞋处
是盗窃多发地点，市民应做到包不离
手；在快餐店或酒店吃饭时，顾客应特
别注意随处乱转而不点餐的人，一个
人看包时，要将几个包缠绕在一起。

不论你住在平房还是楼房，都应
注意锁好门窗，尽量把包放到卧室床
头柜等小偷不易发觉的地方；在出行
方面，坐公交时要紧紧把包捂在胸
前，开车时，不要把包放在车座上，尽
量不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

“职业雷锋”刘光建

烟台遇到“活雷锋”

商场

(一)偷顾客
易发时间：“节前”、“年前”购物
旺季
易发地点：试衣间、换鞋柜
案例特点：顾客试穿衣服后，小

偷伺机溜到试衣间盗窃。双手提
鞋，将包放在身边，也是小偷下
手的好时机。
反扒提示：买衣服试鞋子时，要
做到财物随身携带，包不离手。
(二)偷商场
易发时间：“节前”、“年前”购物

旺季
易发地点：人员拥挤的商铺。
案例特点：购物者较多，服务员
无暇应对，小偷伺机下手。
反扒提示：准备一个纵观全场的
人，可以做个高台站在上面，小偷
发现有人注意到他就不会冒险。

饭店

(一)转移注意力
易发时间：快餐店客满的时候
易发人群：一个人点餐、一个人
看包的组合。
案例特点：小偷会采取拍肩提
醒你掉东西，或和同伙故意大

声吵架的方式吸引目标人的注
意力，再乘机偷取逃离现场。
反扒提示：不要将手脱离自己
的包；若包很多时，可采取缠绑
在一起的方式。
(二)背后作案
易发时间：酒店刚开始上客和
客人快要离开时

易发人群：将随身物品放在身
后的人
案例特点：小偷采取背后作案
的方式，趁客人不注意盗窃。
反扒提示：此类小偷进入酒店
后四处张望，假装打电话做掩
护。这时我们要注意身后的人，
不要将随身物品放在身后。

入室盗窃

(一)平房伸竿
易发时间：夏季
易发地点：平房，居民楼一。
案例特点：以三四米长的带钩
竿作为工具，对房间内的衣服
和包下手。
反扒提示：关好窗户，拉紧窗

帘，将包放在隐蔽处。
(二)技术型
易发时间：凌晨1点到4点
易发地点：开放式老小区
案例特点：通过塑料插片或锡
纸拓片开锁入室。
反扒提示：防盗门要反锁，尽量
使用防盗性能好的锁。
(三)爬阳台式

易发时间：凌晨2点到4点
易发地点：多层住宅的阴面，老
旧小区
案例特点：此类盗窃人员大多
是从走廊窗户爬出或顺防盗
网爬到住宅阴面，一般不进卧
室。
反扒提示：把包和财物放到卧
室柜子里。

本报7月10日讯(见习记者 阳佳)

“刘师傅，饭已经在准备了，记得6

点的时候过来吃啊。”下午5点半，刘
光建正在树下纳凉，一个小伙子跑过
来笑眯眯地说。不远处，正是“职业雷
锋”刘光建的“学雷锋专车”。车前的
挡风玻璃上有一张纸牌，写着“理发
免费，70岁以上老人擦鞋免费”。

小伙子姓李，是附近万和大酒店
的工作人员，受孙吉福之托，专门负
责老刘的“衣食住行”。9日上午，老刘
开着他的“学雷锋专车”来到了芝罘
区的康复路摆出他的修鞋摊，被无意
中从这里经过的孙吉福“瞄”上了。

孙吉福是谁？他是万和大酒店的
经理，收养过13个孤儿，是芝罘区首届
道德模范中的助人为乐模范。当看到
刘光建在康复路挂出的学雷锋信息
时，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很长时间。“他
不仅叫服务员给我送来酒店的房门钥
匙，还送我两套换洗衣服。”刘光建说。

就在今天，还有热心市民给刘光
建送来西瓜、糖果和八宝粥。最让刘
光建感动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尽
管行动不便，还亲自送来了西红柿、
黄瓜和土豆。对于市民的热心帮助，
刘光建总是铭记在心，记录在一个小
本子上。但是这位老人，甚至连名字
都不肯留。

“烟台的‘雷锋’真不少，我很感
谢他们，是他们让我坚持在宣传正能
量的路上。”刘光建说，自己骑行全国
宣传雷锋精神已有15年，碰上的好人
不计其数。

正在闲聊间，老刘接了个电话。
是上海的志愿者小丁打来的，因为关
心老刘现在的病情，正在为其联系上
海的医院。像这样在骑行中加入老刘
队伍中的志愿者，有太多太多。他们
在追随老刘的脚步中做着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践行雷锋精神。老刘说，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正能量，正
所谓：心中有花，看世界都是花！”

公共汽车

(一)挤车门
易发时间：上下班的高峰时间
段、节假日等人员集中的时间。
易发地点：市民集中的站点。
案例特点：此类案件多发生在
市民上公交时，小偷一般采取
团伙作案方式，基本采取的是

“堵”“推”“偷”的作案分工。一
个人负责站在投币处拖延，堵
住目标人上车，一个人尾随在
目标人后，采取推、喊的方式吸
引目标人的注意力，一个人就
准备找好时机下手盗窃。
反扒提示：注意保管好自己的
随身物品；特别提醒市民注意

“堵”和“推”的环节。
(二)障眼法
易发时间：上下班公交车人员
集中时。
易发地点：人员集中的公交车上。
作案工具：雨伞、报纸、包
案例特点：多发生在行驶中的
公交车上，基本方式是利用各
种作案工具遮挡目标人视线
后，再对目标下手。
反扒提示：这类小偷的特点是：
穿着相似，相互认识但又不相
互交谈。这时，我们要将包放在
胸前并用胳膊夹住。

私家车

(一)拉车门

易发时间：高峰期堵车时
案件特点：主要采取敲窗欺骗，
或伪造撞车的方式来吸引司机
下车观察，趁机开车门将车内
物品偷走。
反扒提示：上下车后要落锁，不
要将包放在车外视野能触及的
副驾驶等位置，即使下车查看，
也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
(二)砸车窗
易发时间：中午和凌晨时间
易发地点：无人看管的停车场，
路边停车带。
反扒提示：不要将贵重物品放
在车内，尽量将车停在正规停
车场。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见习记者 蒋大伟

刘光建在烟台遇见不少“活雷
锋。” 见习记者 阳佳 摄

商场、饭店、车站、老旧小区等是盗窃案件的多发区域。

在在一一
些些老老旧旧小小
区区，，应应注注意意
锁锁好好门门窗窗，，
换换一一把把好好
锁锁。。

南南 大大 街街 等等 商商
圈圈，，商商场场试试衣衣间间和和
换换鞋鞋处处是是盗盗窃窃多多发发
地地点点。。

在在火火车车站站、、汽汽车车站站等等地地
坐坐公公交交时时要要紧紧紧紧把把包包捂捂在在
胸胸前前。。开开车车时时，，不不要要把把包包放放
在在车车座座上上。。

在在一一些些饭饭店店吃吃饭饭
时时，，应应特特别别注注意意随随处处乱乱
转转而而不不点点餐餐的的人人。。

夏季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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