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装卸卸工工““组组团团加加班班””偷偷铜铜矿矿粉粉
从1人骑自行车偷盗，发展成6人开面包车交叉作案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巴仁

2012年4月，芝罘区珠玑火车站货场的装卸工发现了“发财商机”，通过晚上偷铜矿粉来
卖钱。刚开始是一人骑自行车偷，被其他工友知道后，就变成6人“组团”开着面包车或皮卡
车交叉盗窃，最多时一晚上能偷1吨多铜矿粉，然后再以每斤2元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近
日，涉案的6人因涉嫌盗窃被芝罘区检察院依法提起诉讼。

发现可疑面包车

装着16袋铜矿粉

“你看！面包车的轮胎被压
得很扁，车内可能装着很重的物
品。”2012年6月4日凌晨2点，芝
罘公安分局凤凰台派出所的民
警在芝罘区珠玑路上巡逻时，发
现在一家废品收购站门口停着
一辆可疑的面包车。民警隔着老
远停下车，悄悄靠近面包车。没
想到车内人员很警觉，发现民警
后迅速启动面包车疾驰而去，民
警赶紧返回车上，追了上去。

在珠玑小区附近，民警驾车
将拉着重物的面包车逼停，车上
蹿下来3名男子撒腿就跑。一男子
跑了200多米被民警一脚踹倒在
地，由于民警人手有限，另2名男
子跑了。民警带着被抓男子返回
面包车旁，发现车内有16袋铜矿
粉。看得出来，这辆面包车是经过
改装的，后排座椅已被拆卸，地板
上加铺了不锈钢板地板。

据了解，被抓男子姓江，30

岁，烟台市海阳人，自称无业，拒
不交代铜矿粉来源。

6名装卸工交叉结伙作案

江某口风很紧，民警只好
通过调查面包车寻找涉案的
嫌疑人。过了几天，负责调查
车辆情况的民警传来消息：面
包车车主是黄某，抓住江某的
那晚就是黄某开的车，民警立
即赶到黄某住处将他抓获。据
调查，黄某一直在珠玑火车站
货场从事装卸工作，和江某是
工友。线索汇集到一起，直指

珠玑火车站货场。
民警来到火车站货场调

查，货场里确实有铜矿粉，令
人疑惑的是，并没有人发现
货 场 的 铜 矿 粉 有 被 盗 的 情
况。经了解，存放铜矿粉的帆
布袋一般只用简单的绳索捆
绑，货主只清点帆布袋的数
目，一般不会一一将帆布袋
称重。会不会是铜矿粉被偷

了，货主一直没察觉？民警将
放在最外边几包铜矿粉一一
过秤，结果几包铜矿粉都少
了几十至百余公斤。

面对证据，江某、黄某两
人对盗窃铜矿粉一事供认不
讳，并交代了同陈某、孙某、
刘某、胡某多次交叉结伙偷
铜矿粉，然后以每斤2元的价
格卖给废品回收站的事实。

50多天偷了5吨多，6人被提起公诉

同伙被抓，涉案人员如惊
弓之鸟，纷纷四处逃窜。觉得
躲不过去的黄某在2012年7月
10日到凤凰台派出所投案自
首。几天后，芝罘警方在芝罘
区珠玑火车站货场将犯罪嫌
疑人陈某、孙某、刘某抓获。今
年3月6日，随着包头警方将犯
罪嫌疑人胡某抓获，6名涉案

嫌疑人全部落网。
江某称，原先骑自行车的

他干脆换上了摩托车，每晚带
着上百斤的铜粉出去卖钱。后
来工友知道了，他们就一起

“组团”从帆布袋内偷铜矿粉，
偷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最多时
一晚能偷1吨多，后来“组团”
的工友们干脆用面包车、皮卡

车运铜矿粉。
经查实，从2012年4月至

6月，短短 5 0多天的时间里，
江某、黄某、陈某等 6人多次
交 叉 作 案 ，盗 窃 铜 矿 粉 5 吨
多，涉案价值6万余元。近日，
江某、黄某等6人因涉嫌盗窃
罪被芝罘区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

谎称买狗当宠物

实则杀之吃肉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晓东 翔宇) 男
子谎称买狗当宠物养，不巧的是，
买狗人第二天在家杀狗想吃肉，
被狗主人刘某碰个正着，狗主人
一气之下将买狗人的鼻梁骨打骨
折了。近日，刘某涉嫌故意伤害被
福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王某今年33岁，黑龙江人，
在福山区一家公司上班。近日，
王某路过一家百货店，看到百货
店老板刘某养了一只宠物狗，突
然萌生了吃狗肉的念头。于是上
前与刘某搭讪，声称自己很喜欢
这只宠物狗，希望能买下饲养。

刘某看王某态度诚恳，一再
问“是饲养，还是吃肉？”王某很
确定是饲养，刘某于是同意了他
的要求。王某以50元的价格买下
了这只宠物狗，并约定，刘某如
果想念这只宠物狗，可以随时到
王某住处看望。

王某离开后，刘某倍感不
舍，次日就到王某家看望，正巧
看到王某在宰杀宠物狗。刘某顿
时暴跳如雷，上前对王某拳打脚
踢。事后经法医鉴定，王某鼻梁
骨骨折属轻伤。

检察官称，狗肉本是我国某
些地区比较常见的食物，民间素
有“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的
说法。吃狗肉本是个人喜好，但
以欺骗的手段从他人处买来宠
物狗屠宰食用，这种行为不仅伤
害了他人的感情，还践踏了人与
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但无论如
何，动手打人都是不对的，刘某
因将王某打成轻伤，被福山区检
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微信“摇一摇”
摇到一个骗子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赵
晓雷 记者 苑菲菲) 22日，招
远的小丽(化名)用刚买的“苹果”
手机上微信，使用“摇一摇”摇到
了一位网友。没想到当小丽满怀
憧憬地跟对方见面时，却被对方
将心爱的手机给骗走了。

22日上午10点多，17岁的小
丽用刚买的“苹果”手机聊微信，
使用“摇一摇”摇来一位“有你一
生最幸福”的男网友。男网友幽
默的话语让单纯的小丽有种相
见恨晚的感觉。两人约好15分钟
后在招远“苹果网吧”门口见面，
见面后，帅气高大的“有你一生
最幸福”给小丽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刚聊了几句，男网友称手机
没电了，想借小丽的手机给朋友
打个电话。小丽有些疑虑，但碍
于面子就将手机借给了他，男网
友在小丽身边给朋友打了个电
话后就将手机还给了小丽。两人
又天南海北聊了起来，没想到男
网友再次提出借小丽的手机打
个电话给朋友。

这次小丽毫不犹豫地将手
机开锁后借给了男网友，男网友
在小丽身边一边打着电话一边
转来转去走进网吧里，小丽也没
在意，没想到等了10分钟也不见
男网友回来。这才慌了神，立即
到网吧里寻找，可网吧里早就没
了男网友的人影。询问网管时才
得知，男网友刚才已经从网吧的
后门溜了，欲哭无泪的小丽只好
报警。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案件
展开侦查。民警提醒，网络交友
很难分辨对方的真实身份，一定
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轻易
跟网友赴约、赴宴 ,不要随意答
应对方借钱借物的要求，防止上
当受骗。

近日，烟台市福山
区人民检察院的女检
察官来到烟台市儿童
福利院，不仅给孩子们
送上了精美的礼物，还
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
动有趣的法制教育课。
课后，女检察官还和孩
子们玩起了赛跑、老鹰
抓小鸡等互动游戏，孩
子们亲切地喊她们“检
察官妈妈”。

本报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常洪波

摄影报道

用用别别人人遗遗留留银银行行卡卡取取款款11 .. 88万万元元
男子因为涉嫌信用卡诈骗已被公诉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辛霞) 没
插银行卡，就能取出钱来，觉
得“天上掉下大馅饼”的陈某9

次取走了别人银行卡上的1 . 8

万元。近日，陈某因涉嫌信用
卡诈骗被芝罘区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事情得从2012年9月12日
下午3点多说起，市民王女士
到芝罘区一家银行的ATM机
上取款，取了2000元后，她因
有事就着急走了。“坏了！我的
银行卡忘拔了。”离开ATM机
10分钟后，王女士想起忘拔银
行卡了，便赶紧往回跑。可到

提款机及附近找了好几遍，仍
没找到自己的银行卡。王女士
赶紧到银行柜台一查，发现卡
上的钱已被人取走1 . 8万元，
便赶紧拨打了110报警。

芝罘区公安分局福安派
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
对此事进行调查。民警通过调
取监控录像发现，王女士在
ATM机上取钱后转身离开，
一名男子来到ATM机上，多
次从王女士的银行卡上取走
现金。经过多日搜寻，2012年
10月28日，民警终于抓住了涉
案嫌疑人陈某。

据陈某交代，他当时到

ATM 机上取款，发现自己
的银行卡插不进去，看到操
作屏幕上显示“是否取款、
存 款 ”的 状 态 ，就 输 入 了
2 0 0 0元后摁了取款键，取钞
口竟真的出来了一叠钱，他
又连续操作了 8次。陈某知
道这种情况不是取款机坏
了，就是别人的卡忘了拔，
他这是在取别人卡里的钱。
陈某共取走 1 . 8万元后，骑
着摩托车回了家。

芝罘区检察院检察官告
诉记者，近日，陈某因涉嫌信
用卡诈骗已被芝罘区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本案中，陈某利用他人遗留在
ATM机上的银行卡，冒充持卡人
向ATM机发出指令，具有明显的
欺诈性，本质上符合诈骗罪“虚构
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特征，属
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检察官称，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
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
较大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陈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信用
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检察官提醒，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切不可存侥幸心理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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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释法

““妈妈妈妈””
送送温温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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