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葛璧辉 ) 29
岁贵州男子付某自今年4月份
就无业，长期呆在网吧里，没
有固定住所。为了解决生计，
他四处偷电动车变卖。面对警
察 ，他 说“ 你 们 有 证 据 我 就
认”，就这样他交代了盗窃9起
的犯罪事实。日前，付某被执
行逮捕。

今年5月份至7月份之间，

在环翠区张村镇，不断有市民
或工人报警称电动自行车被
盗。民警在调阅大量监控后，发
现多起案件嫌疑人系同一男
子。7月3日早上，在张村镇华锦
小区又被盗一辆电动车，民警
经过大量排查，发现犯罪嫌疑
人踪迹，并于当天中午在一网
吧内将其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为29岁
的贵州籍男子付某。付某曾在

荣成、经区等地打工，去年就曾
因盗窃被经区警方处理过。自
今年4月份起，付某就一直处于
无业状态，他既没有固定住所，
也没有联系电话，却长期在网
吧内靠上网、打游戏度日。身上
的钱花得所剩无几，付某便动
了盗窃的歪心思。每当手头没
钱，他就到小区内溜达，看见电
动车就偷，再以几十元到一百
多元不等转手。

自5月份以来，付某多次盗
窃电动车，以致于自己都记不
清了。面对民警审讯，他说“你
们有证据我就认”。面对民警出
具的大量监控录像，付某最终
交代了先后盗窃9次的犯罪事
实。

民警提醒市民：停放电动
自行车，除了要锁住车头锁，还
应尽量加一道链子锁、U型锁，
以防被小偷推走。

““有有证证据据我我就就认认””，，结结果果认认了了99起起
一男子接连盗窃电动自行车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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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顺走走醉醉汉汉手手机机，，两两分分钟钟后后落落网网
本以为无人知晓，却被监控全程“死盯”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徐冰 ) 刘某
下夜班途中，发现一醉酒男睡
在路边，地上遗落一部手机，
趁无人之际，他将手机顺走。
本以为无人知晓，却不知被监
控全程“死盯”。从他行窃到落
网，仅历时了2分多钟。10日，
因盗窃，刘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1 0日凌晨2时许，环翠区
公共视频安全监控中心的值班
民警正在进行监控巡查。在五

交化公交站点附近，民警发现
一名醉酒男子正坐在路边睡
觉，口袋里的物品不慎滑落，
掉在地上。此时，一名青年光
着膀子四处打量，形迹可疑。
民警将监控探头对准该名青
年，观察其一举一动。

当行至醉酒男子附近时，
光膀子青年在附近转悠，见四
周无人，他走到了醉酒男子身
边 ，俯 身 捡 起 遗 落 在 地 上 的

“苹果 4 S”手机，之后快速离
开。光膀子青年以为神不知鬼

不觉，不料作案过程被“天眼”
全程记录。

2时2 2分，北沟街派出所
民警接到监控中心的指令后，
赶往事发地点。在离现场约50
米远的位置，民警找到了盗窃
男子，2 时 2 4 分，盗窃男子落
网。从下手行窃到落网，整个
过程仅持续了两分多钟。

之后，民警带着手机和盗
窃男子返回，叫醒醉酒男子梁
先生，他这才知道随身物品被
盗。

梁先生称，9日晚，他和朋
友外出喝酒，当天深夜和朋友
打车至大世界步行街路口，他
先行下了车，之后就走到五交
化 公 交 站 点 ，坐 在 路 边 睡 着
了。

经查，盗窃男子刘某今年
23岁，在高区工作。当晚，刘某
下夜班后回家，行至五交化站
点，发现一名醉酒男子坐在路
边睡着了，手机从口袋滑了出
来，一时歹念起，趁人不备就
上前将手机顺走。

环翠教育救助

全面启动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 为做好城乡生活困难家庭
的教育救助工作，环翠区今年继
续为困难学生进行教育救助，即
日起，符合条件学生可申请。

此次教育救助工作将对在公
立学校接受高中段(含职高、普通
中专、技工学校)教育和在国家正
规国民教育普通高等院校接受大
学(含大专、高职)教育的城乡低
保家庭子女、城乡低边家庭子女
及孤儿实施救助。标准为城乡低
保家庭子女每人每年救助1500
元，城乡低边家庭子女及孤儿每
人每年救助1000元。符合条件的
学生携带申请表、学生证(或学校
证明)、户口本、身份证、城乡低保
证、城乡低保边缘家庭证及孤儿
证等证件在8月15日前到户籍所
在地居委会申请。

开车打瞌睡

撞上路边石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王震)
10日早，一名男子开车时犯困，

撞上路边石，所幸人员并无伤亡。
8月10日早上5时许，文登交

警大队五中队民警接到报警称，
在309国道葛家镇铺集村附近的
十字路口处，一辆小货车撞上了
路边石，有人受轻伤。民警赶到现
场看到，一辆小货车侧翻在路边
石上，车上拉的桃子等水果散落
一地，右侧底壳严重破碎，车身受
损，路边石也受到损坏。据驾驶员
王某称，当天早上4点左右，他从
乡下批发了一些水果准备到城区
卖，由于当天早上起床太早，当他
行驶至309国道铺集村附近时，整
个人就开始犯困，没想到就糊里
糊涂撞上路边石，所幸只是腰部
受了点轻伤。

随后，王某被送往医院进行
治疗。目前，该案件仍在进一步处
理中。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郭晓辉) 滕某
拿到工资去酒店庆祝，结果喝
大了，将手提包遗落在酒店门
口后，他步行至一公里外的小
区草地上，只穿一件内裤露宿
一晚，裤子和鞋均不见踪影。次
日，滕某被晨练市民发现，并被
民警救助。

9日17时许，荣成桃园街道
办某酒店服务员发现，一名男
顾客喝醉后，将手提包遗失在

酒店，但无法联系上失主，服务
员报警求助。

桃园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询问服务员得知，醉酒的
滕某到前台付完账后，拿着手
提包在酒店门口等车。一会儿，
服务员发现滕某手提包放在了
地上，当时结账时身穿的衬衫
也脱了下来，塞到了手提包里，
人却不见踪影。了解情况后，民
警组织人员在附近寻找一上身
赤裸男子。直到21时许，民警也

未发现滕某。
10日5时许，桃园街道办某

小区居民外出晨练，在小区楼
下草地上，发现了一名赤身裸
体老人在睡觉。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该名男子只穿着一条红色
内裤，坐在草地上瑟瑟发抖，他
的裤子和鞋均不知去处。随后，
民警赶紧将该名男子带回派出
所，给他找来了衣服、鞋，并为
其提供食物。经查，该男子正是
丢包的滕某。

滕某称，他在石岛务工。前
几天，老板发了工资，滕某拿着
钱准备辞职回辽宁老家，临走
时想去海边转转。事发当天，滕
某来到酒店内美食了一顿，独
自喝下一瓶白酒，之后就“断片
儿”了，不知道怎么来到一公里
外的草地上，也不记得裤子和
鞋被丢到了何处。

当天上午，民警将手提包
归还给滕某，将其送上了前往
辽宁的客车。

喝喝大大了了，，只只穿穿内内裤裤草草坪坪睡睡一一夜夜

不知不觉，第一期卖报结
束了。参加卖报的小伙伴很多，
每天卖报就像打仗一样，如今，
我们这些坚持下来的小报童，
迎来了第二次的小报童竞争大
战。

现在利群站点的小报童只
剩下30多个人了，跟第一期比起
来少了很多，每天我们都在高区
各地卖报，原来我就像“流浪”一
样到处卖报，没有固定地点。今

天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的去领
报纸，本来打算还是和往常一样
到处转悠着卖，可听小伙伴说，
利群附近很好卖，我就没有挪
窝。于是，我做了个决定，在利群
附近卖报纸。

果然，我的报纸一上午就卖
完了。不过，这里的竞争太激烈
了，每当发现目标时，大家都马
上围过来。意识到这样不好，很
容易吓到顾客，最后大家决定合

作，一起推销，但是卖的时候让
顾客买第一个上去问的人。就这
样，我们的报纸很快就卖完啦。

虽然第二期有些小伙伴退
出，但是相信坚持下来的这些小
报童，都是很有毅力的，一定会
再创辉煌。

西涝台小学 四年级二班
李春亿

记者 许君丽 整理

结结伴伴卖卖报报，，在在竞竞争争合合作作中中成成长长

来妇儿中心

学做优雅女子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 为给妇女提供文化娱乐平
台，威海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女子
秋季特长培训班开始招生。

作为威海市女子特长培训基
地，中心现开设舞蹈、美术、书法、
钢琴、演讲等系列培训，上课时间
为每周三至周天，共计20个课时。
即日起，接受预约报名，报名电
话：5200609；5311609。报名地址：
市文化艺术中心一楼，市妇儿中
心前台、办公室。

记者 孙丽娟 整理

营销秀第二期
(截至8月10日)

名次 姓名 份数

1 谷卓峰 2010

2 段佳林 1960

3 李 泽 1280

4 于智超 1189

5 王宇轩 950

6 林文昊 900

7 刘卉卉 840

8 周晓冬 820

9 孙 丽 800

10 张雨鑫 620

11 石玮纯 600

12 梁天宏 508

13 郭 阳 500

看我们的卖报Stely。 记者 陈乃彰 摄

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应使用三
脚电源插头。有些家电出现故障或
受潮时外壳可能漏电。一旦外壳带
电，用的又是两脚电源插座，人体
接触后就有遭受电击的可能。

耗电大的家用电器要使用单
独的电源插座。因为电线和插座
都有规定的载流量，如果多种电
器合用一个电源插座，当电流超
过其额定流量时，电线便会发热，
塑料绝缘套可能熔化导致燃烧。
电压波动大时要使用保护器。

记者 许君丽

供电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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