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7岁岁少少年年上上学学后后一一直直没没回回家家
离家时身上只有20块钱，老师称孩子并没有到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9月3日，福山区
东陌堂的王女士反映，17岁的
儿子唐欢庆1日早上5点半去烟
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上学，下
午5点半还没有回家，电话也打
不通，学校老师说唐欢庆并没
有到校。2日，王女士报了警。

9月1日，在烟台汽车工程
学院上学的唐欢庆开学了。当
天早上5点半，吃完早饭，唐欢
庆和妈妈说了声“再见”，就背
着书包，装好当天的路费及生

活费20块钱出门了。王女士说，
唐欢庆上二年级，不住校，每天
都是早上5点半去上学。早上7

点15分，唐欢庆给家里来了个
电话，家人知道他到学校了。王
女士说，为了省电话费，儿子到
学校后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时，家里会直接挂掉。

下午5点多，王女士做好饭
等儿子回来，但5点半了还不见
儿子的踪影。王女士急了，给儿
子打了十几遍电话，一直无法
接通。接着，王女士便给唐欢庆

的老师打电话，老师说唐欢庆1

日并没有到学校上课，学校的
监控录像也查不到他的身影。

心急如焚的王女士在家一
直抹眼泪，她不知道儿子为何
会不辞而别。王女士回忆说，差
不多两个月的暑假，儿子一直
在家看电视、玩手机。开学前一
天，她给了儿子45块钱，让他去
大润发买了一些零食，下午他
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书包，然后
看电视。

王女士说，唐欢庆从小比较

内向，不爱说话，有时候问他话
也不怎么回应，她也不知道儿子
有哪些朋友。儿子失去联系后，
王女士从村委会那里得知，儿子
曾背着她报名去当兵，7月底还
去体检过，不过可能没有通过。

“他一直想当兵，不过我们觉得
他年龄小，没让他去，而是让他
上了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儿子，你在哪里？”王女士
十分担心离家的儿子。如果您
见到唐欢庆，请尽快联系他的
母亲，电话：13953502052。

高高档档小小区区百百万万元元财财物物被被盗盗
民警锁定嫌疑人，揪出未成年人犯罪团伙

两高档小区

百万元财物遭窃

宋先生与妻子在开发区某高
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并放置了不
少金银首饰。7月26日晚上，二人
离开家不久，几道黑影翻窗进入
二楼家中，盗走不少金银首饰。夫
妻二人回到家发现，家里已被人
翻得凌乱不堪，值钱的财物丢了
不少，于是报了警。

宋先生说，丢失的财物有黄
金、铂金、玉牌、名表等，其中一块
高档手表价值7万元，最值钱的当
属一件翡翠手镯了，2008年的购
买价为60万元，如今已经翻了数
倍。仅一晚上，宋先生家中就有近
百万元财物被盗。

就在同天晚上，开发区另一
高档小区也发生入室盗窃案，受
害人家中数万元财物被盗，犯罪
分子同样是趁住户晚饭后外出
散步的时间作案。开发区刑侦大
队和金桥派出所民警经过现场
勘验和作案手段比较，分析这两
起盗窃案可能是同一伙犯罪嫌
疑人所为，且作案人数应不少于
3人。

根据作案特点

大胆猜测嫌疑人

两起案件中，小区监控均没
有记录可疑人员的身影。刑侦大
队民警希望通过总结作案特点，
寻找案件突破口，“爬窗入室，多
人结伙，上半夜作案”是这个团伙
的主要作案特点。

就在梳理可疑人员时，民警
脑海中闪现了吴天的名字。吴天
来自广东韶关，在2012年因爬窗
入室盗窃被开发区警方抓获，吴
天作案也是瞄准高档小区，作案
时间同样选择上半夜。民警查询
发现，吴天已被释放，作案嫌疑较
大，于是对其展开搜索。

作案后，嫌疑人很可能迅速
逃离烟台，乘火车、汽车可能性较
大。民警当即赶赴车站，调取了案
发后汽车站买票人员的录像，吴
天的面孔被拍得清清楚楚。监控
显示，吴天与另一名男子一同乘
车赶往广州。民警又根据吴天和
男子的购票身份证信息进行排
查，发现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名
男子，这名男子作案后，独自乘火
车到了韶关。

在宾馆抓获

熟睡中的3名男子

民警迅速赶到广东开展工
作，通过车站的监控，发现3名嫌
疑人都在广东韶关下了车。在当
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很快锁定3

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民警通过
查询嫌疑人使用的假身份信息排
查，发现一人正在南昌。8月12日，
民警连夜开车从广东赶到南昌，
在一家宾馆将在睡梦中的3名男
子抓获。

房间内有一人正是吴天，另
外两名未成年人中，一人刚从烟
台返回，另一名未成年男孩是吴
天刚带到南昌作案的。民警随后
在3人入住的房间搜出了电脑、首
饰等赃物。人赃俱获，3人交代在
南昌实施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吴
天也承认伙同两名未成年人在烟
台作案的事实。

通过布控，民警在广东韶关
一网吧内，将在烟台作案的另一
名未成年嫌疑人抓获。通过犯罪
嫌疑人交代，民警又将当地收购
该犯罪团伙赃物的两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追回部分财物。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李勇 任军

同一天晚上，
开发区两个高档小
区接连发生盗窃
案，两户家庭被盗
财物多达100余万
元。案发后，民警根
据案发特点，成功
锁定一名犯罪嫌疑
人，牵出包含3名未
成年人的偷盗犯罪
团伙。目前，涉案6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
被刑拘。

““老老婆婆””被被抢抢走走，，老老汉汉找找人人教教训训““情情敌敌””
勒索10万块钱，还逼迫受害人吸毒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周福基)

芝罘区58岁的老于患重病后，一
直由50岁的保姆郑某照顾，他也
将郑某当成自己将来的老婆。后
来郑某认识了曲某，对老于的照
顾不那么上心了，老于便找来人
教训了“情敌”勒索10万元钱，老
于找来的3名“社会哥”还逼迫受
害人吸毒，并找来朋友在受害人
家中聚会吸毒。

因患重病无法自理，5 8岁
的老于逐渐对50岁的保姆郑某
产生依赖，生活起居全由郑某
照料，老于也将郑某认定为将

来的老婆。可自从去年认识了
3 1岁的曲某后，郑某便没心思
伺候老于了。老于认为曲某抢
走了自己的“老婆”，去年1 0月
1 4日，他找来混社会的朋友姜
某，让他到郑某的住处“捉奸”。
当天晚上，姜某带着小弟蔡某
和赵某，来到郑某的住处。3人
用斧头砸开门，用胶带捆住郑
某和曲某的手脚，带到老于家

“审问”。
“你抢了我老婆，得赔我多

少损失？”老于质问曲某。这时，3

名社会青年在一旁拳脚相向，
“不听话就废了你，赶快说！”“你

说多少就多少。”曲某说。这时，3

名社会青年提议让曲某赔偿20万
作为补偿，老于则让曲某写了10

万元的欠条。
随后，姜某等3人押曲某来

到他位于新世界花园的住房，
威胁曲某不尽快还钱就把房子
卖了。为了牵制曲某，姜某还派
人 拿 来 一 袋 冰 毒 和 吸 毒 的 冰
壶 ，“ 你 吸 个 毒 吧 ，给 你 拍 个
照。”曲某说自己不会吸毒，姜
某等人又开始恐吓。曲某吸了
几口，又被逼喝下了冰壶内的
液体。姜某等人拍了曲某手拿
成袋冰毒的照片，称掌握了曲

某吸毒贩毒的证据，“不老实就
到公安局举报，能判两三年。”

曲某遭恐吓后，希望还上10

万元尽快了事。他先后到多家银
行取出了10万元交给姜某，不料
姜某等人得寸进尺，不仅没从曲
某家中撤出，还邀请一帮朋友到
曲某家中聚会吸毒，想曲某把房
子让出来。

第二天，曲某趁姜某等人看
管不严，以下楼买烟为由，趁机
逃脱，并在朋友的劝说下报警。
曲某打电话给老于，称10万元已
经还清，自己已经报了警。老于
一听姜某等人果真要来了10万

元，心中反而不安起来，他自己
只得到了1万多元，其他钱并没
拿到。老于感觉事情闹大了，主
动投案自首。

案发后，姜某、赵某、蔡某3

名嫌疑人不知所踪，直到今年1

月，赵某出现在新世界花园被曲
某认出，福安派出所民警经过跟
踪，将赵某抓获。随后，民警又通
过赵某，于4月份将蔡某抓获。姜
某在案发后出逃外地，于今年8

月被抓获。
目前，本案主要嫌疑人老于

被监视居住，姜某、赵某、蔡某3

人均因涉嫌抢劫被检察院批捕。

在这个4人盗窃团伙中，22岁
的吴天是3名未成年人的大哥，他
们在韶关一个镇上认识，经常一起
玩乐，聚会还不时吸K粉助兴。在
吴天的带领下，今年他们偷遍了重
庆、成都、南京、郑州等多个大城
市。他们每到一个城市，一般待一
周左右，干成一把大的就会立即逃
离。

来烟台作案的未成年人王某
和陈某交代，他们在全国各地作
案，先后被警察抓住五六次，最后
都没有负刑事责任。这次被警方抓
获时，王某和陈某还天真地以为会
像之前一样幸运，“不满18岁不是
没事吗？”原来，为了笼络未成年人
入伙作案，吴天编造了“未满18岁
不用负刑责”的谎言。

民警查询发现，该团伙3名未
成年人均已经年满16周岁，犯罪应
当负刑事责任。“之前因为未满16

周岁，盗窃数额较小，二人多次侥
幸逃脱责任，这次他们不会那么幸
运了。”

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
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
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毒罪等8类严重危害社会犯
罪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
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
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
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民警介绍，未满14周岁是完全
不负刑事责任阶段，对其实施的任
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
岁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仅对刑法
明确规定的8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
罪行为负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者
对其触犯刑法的行为都要负相应
刑事责任。

本报记者 侯艳艳

编制谎言笼络

未成年人入伙

汽车站监控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盗窃的财物。 警方供图

唐欢
庆已经离
家3天了。
家属供图

相关链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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