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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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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垫垫加加叉叉车车，，车车轮轮下下救救出出人人
女子被卷入公交车底急坏了众人，多装备上阵救人

老乡说能干大事

竟是带他去盗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程诚 通讯员
许铧文 ) 15日，盛泉派出所破获了
一起系列爬阳台入室盗窃案。面对民
警的询问，刚满18岁的小伙齐某说自
己刚到烟台，轻信老乡，结果走上盗
窃之路。目前，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15日凌晨3点左右，盛泉派出所
民警像往常一样执行夜间巡逻，在开
车行至莱山区北陈村附近时，民警在
村口处发现了两名行迹可疑人员，其
中一人随身斜挎一包。见到警车后，
两人神色慌张转身便跑，民警下车奋
力追赶，将其中一名男子当场抓获并
将带回派出所。

在派出所，还没等民警询问，男
子便声泪俱下，“警察叔叔，我还小，
都是迫不得已被人诱拐去偷东西
的。”经民警核实，该男子齐某刚满18

岁，外地人士。
2日，齐某在火车站附近结识了

老乡赵某。赵某自称在烟台已闯荡了
5年，能带齐某“干大事”。齐某信以为
真，谁知赵某竟带他去干翻墙入户的
勾当。短短几天，两人盗窃12起，涉案
价值2万余元。

面对警察，齐某后悔不已。现齐
某已被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对赵某实
施全力追捕。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通
讯员 邵犍飞 周政 记者
苑菲菲) 17日上午，一辆207路
公交车与一名骑着电动三轮车
的中年女子相撞。女子被卷入
公交车底，无法动弹。烟台市公
安消防支队长江路中队动用起
重气垫和叉车，才把女子救出
来。

17日上午7点35分，长江路
消防中队接警后立刻出动一辆
抢险救援车和7名消防人员赶
赴现场。在绍兴路和长江路交
界处，停着一辆207路公交车，

车上已经没有了乘客，交警和
120医护人员都赶到了。但是因
为车底的女子被困，没办法将
她顺利抬出。

消防人员下车后看到，公
交车底困着一名50多岁的女
子，她的身体被卡在公交车车
头下的横梁处，附近还歪着一
辆电动三轮车。由于公交车较
大，普通的千斤顶和消防液压
撑杆根本无法将公交车撑起，
消防人员决定用起重气垫试
试。起重气垫可用于抢救被重
物压困人员、地震后救灾、狭窄

空间救援，能起重压力为1吨～
71吨。

消防人员在公交车前轮
后塞进2个起重气垫，慢慢充
入气体，公交车被缓缓抬起
了一点。等在现场的120医护
人员对被困女子进行了检查。
从外表看，女子的右脚踝扭断
了，身上有几处擦伤，其他没有
发现明显的外伤。在救援过程
中，女子的意识还比较清醒，不
时跟已经赶来的家人说话。

公交车虽然被抬起一些，
但还是无法移动该女子。消防

人员一边继续操纵起重气垫对
公交车进行撑顶，一边协调附
近厂区调来一辆叉车。双向努
力下，公交车车头终于被抬起，
救援人员钻入车底，将女子小
心地挪出来抬上担架，并送往
医院抢救。

记 者 试 图 询 问 事 发 原
因，但驾驶公交车的是一名
3 0多岁的男子，事故发生后
受到了惊吓，说话语无伦次，
无法正常回答提问。目前，事
故原因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之
中。

民民间间反反扒扒路路其其实实挺挺难难走走
没法律依据、安全无法保障成最大问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永军 实习生 程诚 )

连日来，本报持续关注了芝
罘公安分局巡警四中队这支专
业反扒队的抓贼故事。不少市
民纷纷向本报反映，民警抓住
小偷后确实大快人心，但有些
地方小偷太多，是否可以成立
民间反扒队？17日，记者调查发
现，民间反扒地位很是尴尬，

“民间反扒确实不好开
展。”一位姓王的民间反扒人士
简单说道。王先生告诉记者，他
是一名80后，从2012年开始关
注民间反扒，起因就是退伍军
人姜瑞峰在公交车上勇斗小偷
事件。

王先生说，2012年5月26

日，他在烟台论坛上用网名“王
一土”发出了一篇《一土召集

令，烟台小偷剿杀令！！赞姜瑞
峰勇士及烟台反扒志愿者募集
中！！！》的帖子。

他当时的想法也不是很成
熟，后来发现民间反扒远远没
有想象中的简单。

“一共有几十名市民联系
过。”王先生告诉记者，前后一
共有几十名市民联系过，想参
与到民间反扒中，但他此后对

于民间反扒感到有点力不从
心，虽然对小偷恨得牙痒痒，却
觉得难以狠狠打击他们。

“民间反扒组织的合法性
一直饱受争议。”王先生说，许
多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在反扒
中遇到危险，成员的人身安全
也没法保障。”这些问题解决不
了，民间反扒组织就没法真正
意义上开展工作。

《电价1元/度，洗衣服都成奢侈品》追踪

车车库库改改民民房房违违规规，，电电费费需需协协商商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伟平 ) 开发区奇章社区
100余名车库改造房租户，3年
来电费一直按照每度电1元钱
收取 (详见本报7月1 6日C20

版)。记者咨询多部门后得知，
开发区这些租户住车库改造
房，电价收取方面需要用户与
收费的居委会按照协议收费。

记者17日咨询山东省物
价局价格管理处了解到，按照
省物价局现有政策，对于一户
一表、用户与供电公司签约的
用户，车库、小棚等房屋附属
设施用于居住的，用电按照民

用电价收，如果用于门头房等
商用的，用电按商业用电收
费；对于小区用电设备产权未
移交给供电公司的，供电公司
与物业或开发商商谈小区的
居民用电和商业用电比例，如
80%居民用电，20%商业用电；
然后，用电用户与物业或开发
商签约用电的，车库、小棚等
房屋附属设施用电，要按照签
约协议上的规定，如车库和小
棚应该划定为民用还是商用，
按照协议收费。

通常情况下，车库、小棚
等用于居住 (包括租户居住

的 )，按照民用电价收取，车
库、小棚等用于经营商店、发
廊等，将按照商业用电收费。
具体的执行，需要居民电话联
系12358，并请相关执法人员
核查用电签约合同然后确定
收电费的社区居委会是否存
在违规行为。

开发区城市建设管理处的
工作人员说，小区车库改造成
民用房肯定不允许，他们也没
有接到变更用途的申请。如果
确实存在车库改造他用、并且
没有相关手续，他们核查后将
按规定查处，责令整改。

“反扒精神虽然值得
鼓励，但是民间反扒组织
确实不具有合法性。”针对
民间反扒组织，山东舜翔
(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畅
国梁说，按照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行使拘传、拘留、
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是公
安机关的专属权，其他个
人不得行使。

没有法律依据，导致民
间反扒处于一个很尴尬的

境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
题就是民间反扒成员的人
身安全没法得到保证。”畅
国梁介绍说，这是必须面
临的问题，非常现实。民间
反扒成员一旦在抓小偷的
过程中发生意外，反扒组
织肯定没有经费承担。

畅国梁认为，“只有市
民提高自己的反扒意识，
才能避免让小偷有机可
乘。”

在烟台说到民间反
扒，不少人会脱口而出一
个名字：姜瑞峰。2012年5

月25日上午，在一辆21路
公交车上，退伍军人姜瑞
峰在与扒手搏斗过程中身
受重伤，随后被市民紧急
送往医院救治。

17日上午，记者再次
联系到姜瑞峰。“这件事确
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
变。”姜瑞峰告诉记者，他

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但
是遇到天气炎热或是下雨
天，伤口还会隐隐作痛。

谈起挺身而出勇斗公
交扒手，姜瑞峰说：“下次
遇到小偷还会出手，但是
下手前要想好对策。”

姜瑞峰说，他从医院
出院后，2012年年底从富
士康公司辞职，目前还没
有工作，“现在就期待能有
一份合适的工作。”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 若有人说自己给超市送
货，手头有一批牙膏、牙刷、洗发水等
物品可超低价卖给你，你会心动么？
市民李先生在莱山镇就碰上了开着
车在大量推销百货的两个人，结果购
买了1500元的物品后发现，牙膏、洗
发水都是假货。

14日上午，李先生去莱山镇河北
村赶大集。回家路上被开着福田商务
车的一男一女喊住，对方告诉他，他
们是给各大超市送货的，有一批赠品
被他们扣下了，想找个下家低价销
售。

李先生一时心动，便买了1500元
的牙刷、洗发水、电池等物，打算自己
摆个摊。谁知回家发现，这些东西毛
病一大堆，海飞丝洗发水不起泡、电
池只能用一分钟、牙刷少了 1 0 0多
件……

李先生十分懊恼当时贪小便宜
吃大亏，现在已经报了警。

买了一堆海飞丝

怎么洗都不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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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卷入公交车底，救援人员找来起重气垫和叉车救人。 消防供图

反扒，听听他们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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