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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工工头头塔塔吊吊讨讨薪薪超超过过1155个个小小时时
26日凌晨还没下来，三名消防员守在现场以防不测

涉嫌盗窃远走他乡

十三年后落入法网

一一个个““瘾瘾君君子子””引引出出特特大大贩贩毒毒案案
四嫌犯涉案毒品13000余克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
讯员 李光明 陈兰) 因家庭生活贫困，
羡慕他人家中的彩色电视机、摩托车等物
品，为满足自己的贪欲，看到家中缺啥就
出门作案偷点啥。禹城市辛店镇的王某逃
亡13年后，民警赶赴浙江将其抓获。

2001年10月份，在辛店镇接连发生几
起盗窃案，民警经过多天的排查，发现辛
店镇的王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后来民警
对王某的家中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王某从
别人家偷来的东西都成了家里的摆设。对
于民警的抓捕，王某好像得到了风声，自
此就在禹城消失了。自王某走后，王某的
妻子和孩子相隔一年后也离开了辛店镇。

直到今年年初，因王某的孩子要参
加高考，王某的妻子带着女儿回到禹城
参加高考，直到今年9月份，民警根据王
某和妻子的通话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来
王某在浙江一银行内用原来的姓名开了
一账户，让民警确定了其在浙江的具体
地址。11月24日，禹城公安局的民警将潜
逃在外13年的王某抓获。王某对自己当
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田园 杨
敏 ) 一次简单的例行检查，
查获一名瘾君子。瘾君子背
后又藏着一个贩毒团伙，11
月17日，德城区检察院以涉
嫌贩卖毒品罪批捕犯罪嫌疑
人高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该
案涉及毒品达13000余克，涉
毒数量巨大。

6月30日，公安机关在某
酒店查房时，当场抓获正在
吸食毒品的李某。年仅23岁
的李某，由于年初一次偶然

的触碰，而掉进毒祸的漩涡
不能自拔。后来，在李某的劝
诱下，其女友肖某也沾染上
毒品。

根据李某交代，他吸食
的毒品都是从上线高某等人
处购买的。上半年，他经人介
绍认识高某，因吸毒的原因
与“毒枭”高某一见如故，从
此，李某不定期从高某处购
买毒品，用于自己和女友吸
食。

经讯问，公安机关掌握
了上线高某等人的犯罪线

索。至此，一个横跨多省市的
贩毒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10月初，根据李某的供
词，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在湖
北省襄阳北高速出口处扣押
高某、江某等人车辆，当场缴
获冰毒13000克、仿六四式手
枪1支，子弹5发。

据高某供述，其一开始
触碰毒品，是因为想让妻子
过上好日子。今年年初，高某
伙同江某等人从广东省分批
购进大量毒品，自行称重、分
装后，加价销往湖北、山东、

河南等地，李某便是其众多
下家之一。牟取暴利的同时，
也用于自己吸食。至案发，高
某通过贩卖毒品已非法获利
数额达到百万元。

作 为 多 次 贩 毒 的“ 毒
枭”，高某生性狡猾，为逃避
公安机关追查常年流窜于广
东、湖北、山东等地，但天网
恢恢，高某终因贩卖毒品被
抓。

目前，李某已被另案处
理，高某等人一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25日下午，这位包工头在塔吊上有些体力不支。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孙
婷婷) 25日上午9时许，商贸大
道上的瑞华新都汇小区施工工
地的一处塔吊上，再次爬上了
一位“跳塔吊讨债”的包工头。
到26日凌晨，该男子仍未从塔
吊上下来。

25日下午4时许，在商贸大
道上的瑞华新都汇小区施工工
地内，一名男子坐在20号楼前
的塔吊上。据周边居民介绍，他
从早上不到9时就爬上去了，刚
开始站在塔吊上，体力不支后，
才坐了下来。

据知情人士介绍，该男子
姓钟，是四川人，年近60岁，从
去年11月份到今年7月份之间，

他带着20余名工人在该施工工
地分包了四栋楼的混凝土浇
灌。自开始施工以来，他先拿自
己的钱垫付工人工资，有30多
万的钱款没有讨回，连续4个月
讨债未果。

据了解，瑞华新都汇项
目由福建蓝桥建设集团承建
六栋楼的施工建设。福建蓝
桥建设集团将项目分包给土
建、水电两个劳务队。钟先生
从土建劳务队分包的四栋楼
的混凝土浇灌工程。25日下
午，10余位负责人计算着自
己未讨来的钱款。“木工费欠
了190多万”、“钢筋项目欠了
300多万”。

今年1月份，50多岁的赵宗
义在该小区做门卫，按照约定
每个月可以领取2000元的工
资，但一直到现在，一分钱的工
资都没有领到。下午5时许，听
闻该处施工工地再次出现“讨
债”人士，在该小区买房的李先
生赶了过来。“2012年11月在这
里买的房子，到现在都过去两
年了，还等着给儿子结婚呢。”
李先生说，交了11万的房款，交
不了房还退不了款，一家人都
很着急。

19时许，瑞华新都汇小
区开发商李玉林说，他因有
事不方便答复，将此事委托
项目现场负责人周长杰。周

长杰介绍，开发商将900余万
元的钱款打给了运河开发区
公安分局，用于支付项目的
人工费用，由公安分局负责
发放给福建蓝桥建设集团。
部分债务还没有结清，需要
由福建蓝桥建设集团的法人
来对账。对于钟先生爬塔吊
讨债一事，他表示，开发商并
不欠钟先生钱款。

26日凌晨零点，记者获
悉，该男子仍未从塔吊上下
来，只是走进塔吊操作间内。
运河中队的三名消防队员也
一直等候在现场，以免该男
子突发意外。本报将持续关
注事情进展。

超员桑塔纳内

后备厢还藏一个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潘阳 ) 11月23日下午4时，齐河
交警大队晏黄中队在齐河大桥开展“秋
风行动”时，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沿齐
河大桥自东向西行驶而来，民警发现这
辆轿车尾部有明显的下沉，民警随即拦
停车辆进行检查。

经检查发现，这辆轿车核载5人，
却乘坐了6名人，该车辆已经是超员违
法，随即民警将车依法进行扣留。正当
民警清点车内物品准备开据暂扣凭证
时，民警打开了车的后备厢，原来，这
后备厢里还“睡着”一个！只见他裹着
军大衣，全身蜷缩着，就躺在了车后燃
气罐的旁边。

民警立即向驾驶员陈某询问情况。
陈某说，自己家是禹城的，在济南有个着
急的工程活，找了同村几个帮忙的，干完
活从济南往禹城赶，正好家里有个亲戚
非得跟着车要一块回来。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对驾驶人陈某处以记6分罚款200元
的处罚。

25日21时30分许，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里铺村一居民家中，在使
用土暖过程中，火苗太大，通过烟囱引燃了房顶夹层。图为消防队员
正在将房顶挖开，并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本报记者 马志勇 孙婷婷 摄影报道

民房起火

本是普通比亚迪
伪装观光车上路

本报11月25日讯(记
者 张磊 通讯员 王
丹 ) 24日下午4点30分
左右，在东方红路与德
兴大道交叉口直行绿灯
亮起时，一辆由北向南
的“观光车”却径直压线
强行拐入左行道。一刹
间，原本井然的交通秩
序瞬间乱成一团。

民警介绍，发现该
情况后立即上前疏导，
在检查“惹事车辆”时越
看越不对劲。经过检查，
确定该车为伪装的比亚
迪F0汽车。因涉嫌无牌
无证上路，该车被交警
部门处以暂扣。

执勤民警要求车上
人员下车配合执法时，司

机竟称要拖车将人一起
拖走。”无奈之下，交警向
指挥中心请求清障车配
合执法，将该车连同四人
一起运回停车场。被运回
停车场后，女司机同朋友
三人见耍赖无效，只好下
车接受处罚。民警考虑到
停车场距离市区太远，随
后派警车将四人送回汽
车总站。

据了解，车上四人
均是河北衡水人，是相
约一同来德州游玩的，
本以为伪装成观光车就
能躲过检查，肆意行驶，
没想到压线竟引来交警
检查。目前，该车因涉及
无牌无证被交警部门依
法扣留。

抓出一个偷车贼

供出一串前科犯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杜彩霞)
21日凌晨，张某、朱某二人在开发区偷得
两辆电动车，刚要变卖的时候被德城警
方抓获。审讯过程中，朱某供出自己原来
的工友马某曾入室盗窃二十多万元。

21日凌晨，张某、朱某二人在张某家
的小区偷了一辆没有上锁的电动车，天
蒙蒙亮的时候又“入手”一辆，随后二人
把电瓶卸下，想要变卖。可被德城分局大
案便衣中队民警抓获。

“审讯后，朱某突然要求要举报一个
人马某，说马某曾经入室盗窃，涉案价值
达20多万元。”民警介绍，朱某称，自己曾经
跟马某是三八路人才市场一起找工作的
工友，前段时间二人结伴去北京，马某骗
走了朱某携带的8000元后，就杳无音信，导
致朱某孤身一人在北京身无分文。

随后警方根据朱某的供述将马某在
其家中抓获。

马某还供述了自己盗窃时的搭档李
某，据了解，张某、朱某、马某、李某四人
均有盗窃前科。目前，张某、朱某因盗窃
被刑事拘留，马某、李某也因入室盗窃被
刑事拘留。


	N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