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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谎谎称称忘忘带带房房卡卡，，骗骗开开宾宾馆馆客客房房
这“房客”专挑早餐时间行窃，在省城作案十多起

店家换了

会员卡不能用了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万兵 ) 市民李女士最近去朝山

街的“九碗伴”吃饭时发现，这里已
经由“九碗伴”变为“江南世家”，而
她手里的两张尚有144元余额的会
员卡不能继续使用了。

李女士说，“两张会员卡总共还
剩144元的余额，商家说老板已经换
了，现在的店跟以前没有关系，会员
卡的钱不能退给我。”

由于李女士当初团购会员卡实
际只花费了约一半的钱，在经过交
涉后，“江南世家”说李女士再充400

块钱，可以给她一张价值500元的新
店会员卡。对此，李女士并未同意，

“数额太大，我最多只能承受200元，
但是他们说如果是充200元，就不能
享受他们的九折优惠活动。”

“江南世家”一名姓胡的工作人
员说，“我们现在的店跟以前的店完
全没关系了。”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的王凤丽
律师建议：“消费者不要将大量资金
预存在这类会员卡中。”

十月大婴儿发高烧

好的哥帮忙送医院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孟
燕 通讯员 黄桂芝 ) 10个月大
的婴儿突发高烧，好心的哥帮忙及
时送到了医院。9日一早，出差十多
天刚回到济南的秦先生来到济南公
交恒通出租公司，感谢雷锋车队驾
驶员纪明。

8日晚6点多，刚下班回家的秦
先生的爱人刘女士发现10个月大的
儿子在发高烧。由于秦先生出差在外，
刘女士一人抱起孩子来到小区门口想
打车去医院。孩子这时候忽然呕吐起
来，刘女士等了十多分钟都没有打到
车，更加着急了。纪师傅正好开车经
过，马上停车拉上母子俩。

“上车后，孩子一直在吐，满车
都有味道，我媳妇不好意思想开车
窗散味，但纪师傅说别再让孩子受
凉，就一直忍着。”秦先生表示，一直
送到省立医院，纪师傅中途聊天得
知自己出差，又给孩子挂号，一直等
到挂上吊瓶才离开，还留了名片让
刘女士有急事再联系他。

狼狼出出没没？？有有村村民民称称撞撞见见了了
章丘林业局回应：近期未发现有狼的踪迹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
者 吴金彪 ) “看上去很像
狼，而且还能听到狼的叫声。”
近日章丘文祖镇有村民称村
口附近有狼出没。不过章丘林
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并没
有接到过相关的举报，近年来
也从未在章丘市境内发现有
狼的踪迹。

章丘文祖镇东张村村民
谢女士称，9月4日晚9点左右，
她从卫生室向外倒垃圾，听到
村边河沟里有声音。

谢女士说，当时狼向西
走，大约距离她100米的时候，
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发现狼

的眼睛有两个大大的白圈，尾
巴耷拉着，头尾一样粗，和狗
不一样，村民都说我遇到了马
虎(狼)。

9月9日凌晨1点左右，谢
女士在睡觉，远处又传来了狼
的叫声，而且听上去像是两只
狼。因为害怕，谢女士一直没
敢出去看。

东张村也有其他村民表
示，他们见到过疑似狼的动
物，还见到过狼毛，不过无法
提供其他证据。由于村子周围
都是山，地形十分复杂，村子
附近是不是真有狼，狼藏在什
么地方，村民都说不清楚。

9月9日，自称看到过狼、
听到狼叫的谢女士报了警，不
过民警赶到后并没有发现狼
的踪迹。

“狼都是晚上出来，出没
也不规律。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它们藏在了什么地方，没法
找。”谢女士说。

9月9日下午，记者致电章
丘市林业局，森保站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目前并没有接到过
相关的举报，近年来也从未在
章丘市境内发现有狼的踪迹。
如果真有狼出没，他们一定会
联系当地派出所进行寻找，防
止伤害村民或者牲畜。

俩俩小小毛毛贼贼偷偷了了财财物物1133万万多多元元
被抓后声称来济偷盗是因看了《还珠格格》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看《还珠格格》

找到“灵感”

今年17岁的吴某诚和14岁
的吴某龙都是广东省清远市
人，曾经因为盗窃入狱的吴某
诚便鼓动吴某龙一起盗窃。

吴某诚对吴某龙称，《还珠
格格》里面演的济南人都比较
淳朴善良，容易下手。于是，吴
某诚带着2400元现金和吴某龙
一起乘坐顺风车边玩边向大明
湖进发。

经过几天的颠簸，7月14
日，两人来到济南后立即在东
部某旅馆开了一间房作为“临
时行动阵地”，两人迫不及待地
到周围繁华小区踩点。

两晚盗得大量财物

7月14日晚，两人来到一个
小区，采用破坏窗户防盗网的
方式进入一栋楼的一楼，盗窃
索尼及松下相机各一部、男士
手表两块、苹果3手机一部、小
金豆一粒，总价值68150元。次
日，两人便将所盗之物寄回了
广东老家。

15日晚，两人同样采用破
坏窗户防盗网的方式进入另外
一小区一居民楼一楼实施盗
窃，盗得放在保险柜内的投资
金条4根，总价值69708元。

与此同时，历城公安分局
东风派出所连续接到两起报
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对案件
情况进行详细勘察。

离济前盗窃

被房主人抓住

很快，民警根据小区视频
监控掌握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基
本特征。7月16日，吴某诚和吴

某龙已经买好了回广东的车
票，打算当晚再在济南干一票
就回广东。当晚，犯罪嫌疑人吴
某诚又来到第一天实施盗窃的
小区。

他看到一楼一家住户的小
院很安静，以为房主人不在家，
就跳过院墙进到小院。结果，房
主人恰好在前面的房间，听到
响声，房主人将鬼鬼祟祟的吴
某诚控制后，拨打110报警。

随后，东风派出所民警赶
到该居民家中，将涉嫌盗窃的
吴某诚带到派出所。根据吴某
诚供述，民警立即到宾馆将另
一名嫌疑人吴某龙抓获归案。

办案民警在了解到赃物已
经被快递送回广东的途中时，
立即联系快递公司，在还有几
分钟到达目的地前将该快递进
行了扣押。

目前，两人所盗赃物已全
部追回，吴某诚已被检察院批
准逮捕，吴某龙被治安拘留。

只要说出房间号

服务员都不怀疑

本报记者 尉伟

周强是怎么知道房间内没人的
呢？

“嫌犯一是在客房楼道内转悠，
看哪个房客出门吃早饭。”历下刑警
一中队中队长王克鹏介绍，“二是他
利用房客吃早饭向服务员出示房卡
时，悄悄记下对方的房间号。”

值得一提的是，周强向民警交
代，每次他冒充房客行窃，只要能说
出房间号，服务员一般都不会怀疑。

对此，民警提醒宾馆的工作人
员，遇到类似情况时，一定要核实房
客信息，以免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
之机。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曹红红)

您出差在外住宿，有时忘带房
卡，总会找来服务员帮忙开门
进屋。而省城男子周强(化名)
专在早餐时间进入商务宾馆，
冒充房客骗服务员打开他人
房间入室行窃。9月9日，在省
城作案十余起的周强被历下
警方抓获。

8月25日上午，外地来济
南出差入住窑头路附近一家
商务宾馆的王先生早早地来
到一楼餐厅吃早餐。谁想，饭
后回到房间，住在宾馆五楼的
王先生却发现皮包内的一万
多元现金不见了踪影，“我出
去时，门锁得好好的。”

通过调取宾馆录像，王先
生发现，一名理着平头的男子
在服务员的帮助下进入了自
己的房间，“十分钟后，他又关
门离去。”

“这个小平头，我们一直
在找他。”9月9日，历下刑警一
中队中队长王克鹏说。原来，
2013年5月30日上午，泺源大
街附近一商务宾馆曾发生过
类似的案件：一房间内的兄弟
俩下楼吃早餐，返回时发现两
万多元现金被盗。

“他们下楼吃早饭时，一

名男子冒充房客骗取服务员
信任后进入了两人的房间行
窃。”接警后，历下公安解放路
派出所、刑警一中队的民警通
过串并案件发现：从今年3月
份开始，该男子在历下区、槐
荫区、市中区等商务宾馆内冒
充房客频繁作案，手法都是对
服务员谎称自己住在某房间，
但忘记带房卡，或者是让服务

员进屋打扫一下。
8月25日案发后，民警通

过监控录像发现，小平头骑
着一辆白色踏板摩托车离开
了宾馆，去了洪楼大润发附
近的一处肯德基，而后不知
去向。

“不过他是买了两份快餐
走的。”民警由此推测，小平头
很可能就住在附近，“我们随

即对附近的十几栋居民楼进
行了摸排走访。”

果然，经过近一个星期的
摸排走访，民警将住在附近的
周强抓获，“当时，他正穿着拖
鞋下楼买烟呢。”

经查，周强今年四十多
岁，济南人，曾因盗窃两次被
警方处理过，“之前，他也是采
取类似的手法行窃。”

男子周强(化名)行窃后与宾
馆服务员擦肩而过。

视频翻拍 尉伟

2010年10月30日，有村民
称，济南历城区仲宫镇北井村
出现了两只疑似狼的动物，咬
死了数只狗。历城区林业局森
保站牵头组织“搜狼队”专门上
山搜狼，然而最终也没发现狼
的踪迹。

2013年5月，济南南部山区
侯家庄村又有村民发现“狼”。
村民发现家中猪圈中的两头猪
被咬死，其中一头被开膛破肚，
啃得只剩下两条腿，村民怀疑是

“狼来了”。然而当地派出所称，
当地是否有狼至今仍是个谜。

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让我们一路相
伴，偷得潇潇洒洒，
夜间盗窃共享小区
繁华，偷后碰杯唱出
心中喜悦，轰轰烈烈
却又再次被抓。”近
日，来自广东的两个
小吴就因为看“还珠
格格”找到灵感专程
从广东来到济南，进
小区实施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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