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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杜泽敏

邱婵) 13日晚，聊城交巡警支
队东昌府大队在辖区各主要路
口展开酒驾夜查行动。一名酒
后驾驶的司机被拦下后，担心
民警发觉，竟不敢面向民警说
话，但是其车内浓烈的酒味还
是“出卖”了他，经检测，其血液
酒精含量达31mg/100ml，属于
酒后驾驶行为，民警依法对其
进行了处罚。

13日晚，在辖区聊位、聊阳
等主要路口，东昌府大队民警
针对酒后驾驶等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展开严查行动。“您好，请

出示驾证和行驶证！”当晚9时
05分，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小
轿车被拦下，在驾驶人沟通询
问的过程中，民警发现驾驶人
有意把身体向车内靠，回答问
题时嘴不敢张大。这些异常的
举动引起了民警怀疑。同时，其
车内散发出酒精味道。民警用
酒精测试仪器检测发现，其血
液酒精含量达31mg/100ml，属
酒后驾驶。让民警感到惊讶的
是，车上坐着4个乘客，其中有
一个还是孩子。乘客中的四人
中，唯一持有驾驶证的也喝了
酒。

在民警的询问下，这名酒

司机称只喝了一瓶多啤酒。“去
阳谷那边看病了，和大夫喝了
点。”对自己的行为，司机感到
很后悔。本以为没事的他，结果
被民警严肃查处。驾驶人尚某
被处以1000元罚款，并暂扣驾
驶证6个月。

在聊阳路口，一名驾驶人
因未带行驶证件被查处。开始
时，该驾驶员称带了，结果在车
内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民警
依法对其作出相关处罚。

东昌府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员，牢记血的教训，坚决抵制酒
后驾驶行为，放弃侥幸心理，以
免后悔莫及。

酒酒司司机机被被拦拦下下 怕怕露露馅馅不不敢敢说说话话
车内浓烈的酒味“出卖”了他，经检测血液酒精含量31mg/100ml

13日晚，民警对过往车辆展开严查。 记者 李怀磊 摄

东昌府警方打掉11人抢劫团伙，成员多为未成年

44女女77男男大大玩玩““仙仙人人跳跳””骗骗色色劫劫财财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朝旺 孙明华

4女7男结伙作案，以手机社交软件作为媒介寻找相约陌生男子在宾馆开房，当女子在宾馆房间内骗陌生男
子洗澡时，其另外同伙破门而入，手持砍刀、匕首等凶器暴力向陌生男子索要钱财。11人配合默契大玩“仙人跳”，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聊城城区作案4起，涉案金额4万元。日前，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打
掉“仙人跳”团伙，团伙成员被抓获归案，缴获作案用砍刀两把，追回被抢手机两部。

【案发】

男子与微信女网友

酒店约会被抢

今年7月24日深夜，李
国(化名)还没有入睡，通过
微信附近的人添加一女性
为好友，他与女子聊得火
热。“我们在嘉明某酒店见
面吧？”面对对方的邀约，李
国没有过多犹豫，就赶往这
所酒店。见到女子后，两人
还没寒暄几句，女网友迫不
及待的样子冲进卫生间洗
澡，过后又让李国洗澡。李
国洗完澡后，6名青年男女
手持砍刀、匕首等凶器冲进
房间，出现在两人面前，其
中一人声称李国勾引他老
婆，并开始殴打威胁李国。

挨了打后，李国现金、
手机抢走，并遭威胁，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内钱财被抢
走，涉案价值5000余元。

【侦查】

警方闻警出动

团伙成员浮出水面

接到受害人李国报案
后，刑侦五中队中队长钱泽
芳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引
起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局
长于继谔、分管刑侦工作的
副局长吴振林亲临一线迅
速研究案情，指挥破案。

按照分局党委的统一
部署，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
案组，侦查破案工作紧锣密
鼓展开。案发后，技术中队
民警迅即到达现场进行详
细勘查。中队长钱泽芳带领
民警围绕案件展开细致调
查。针对案件特点，办案民
警郭小强、杨冬等人围绕受
害人口述和作案现场视频
监控等展开调查走访。通过
摸排调查，民警很快有了重
大发现。在聊城城区酒店某
宾馆内，也曾有受害人向酒
店反映发生了类似情况，但
碍于面子，受害人并没有报

案，民警经过串并案件，依
托合成作战中心，发现该团
伙主要成员踪迹。7月26日
12时许，办案民警经信息技
术研判最终锁定李某、陈某
等11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破案】

团伙成员纷纷落网

案情水落石出

8月3日，案情出现转
机，通过大量工作，办案民警
发现主要犯罪嫌疑人藏匿在
建设路一酒店房间内，中队
长钱泽芳立即带领民警郭小
强、杨冬、董天俊、王兴、修泽
超等人进行布控。当日13时
许，在市局相关部门及新区
派出所民警陈煜的大力协助
下，成功将藏匿该酒店的犯
罪嫌疑人李某、陈某、葛某等
人抓获。经深入工作，当日16
时许，民警郭小强、杨冬在侯
营镇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齐
某、黄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该团伙成员交
叉结伙先后多次利用“仙人
跳”方式进行抢劫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来自吉林省长
春市的李某，父母离异，而
后随母亲来聊城生活，初二
辍学后四处流浪。2017年
初，苦于没钱花，李某想到
以自己女朋友为“诱饵”，凌
晨约男网友出来见面进行
抢劫。为了逼人就范，李某
和同伙还买了钢管、砍刀。

【延伸】

年龄最小的才15岁

家长从小疏于管理

办案民警杨冬介绍，吉
林的李某、河南的蔡某、聊城
的陈某、黄某、田某、齐某、葛
某、苏某、贾某、孙某、李某
某，这11人来自省内外各地，
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15
岁，平均年龄不到20岁。

在杨冬眼中，这些孩子很
可怜，“他们有的是从小父母
离异，有的是父母做忙于生

意，这些孩子都是初中没上完
就辍学了，家长基本上都对孩
子疏于管理，孩子心里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暖，慢慢的走上了
犯罪的道路。”而被抢的受害
人，都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生
意人、公司经理等，甚至有高
学历的私企老板。

李某再过半月，将迎来
18岁的生日，面对民警“抢
劫后果”的讯问，他说：“也
就关一段时间吧。”

办案民警修泽超介绍，
这伙青少年在网吧认识，通
过 陌 陌 软 件 功 能 搜 索
30——— 40岁的男性，然后女

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与男
性联系，谎称约会，男子到
达后，女子先洗澡，然后诱
惑男子洗澡。期间，女子悄
悄开门。埋伏在客房附近的
男子手持砍刀等工具冲进
室内。受害人在一伙人的威
逼下，乖乖说出银行卡密
码，卡内现金被抢走。在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采用“仙人
跳“的方式抢劫作案4起，涉
案金额4万余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
他们必将是法律的严惩。目前，
该团伙李某、陈某等11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民警抓捕现场。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刘志岭 周广敏)

两个月前，家住东阿铜城街道办
事处的王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东
阿县交警大队处以行政罚款1000
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一次性计满
12分的处罚。但是，王某仍然不从中
吸取教训，日前，因第二次酒后驾车
中又被民警查获。

8日晚，东阿县交警大队民警在
辖区车站路开展查处酒后驾驶专项
行 动 中 ，发 现 一 辆 号 牌 为 鲁
P63XXX的小型汽车驾驶人在接受
检查时神色慌张。当民警示意驾驶
人出示证件时，闻到驾驶人身上一
股浓烈酒味，怀疑他饮酒驾车，遂用
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呼气检测，结
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mg/
100ml，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执勤民警遂对该男子作进一步
调查，经查询证实，两个月前，王某
曾因酒驾被大队行政处罚过。此次
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二次违法行
为，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吊销
驾驶证，行政罚款1000元的处罚。

两月前酒驾被处理

再次酒驾又被查

本报聊城8月13日讯(记者 李
怀磊) 冠县公安局定远寨派出所
在近日完成的一次破案和追逃任务
中，民警长途奔波5000公里，将一名
案犯抓获归案。

今年5月3日，派出所辖区发生
一起案情，货车司机张某(男，35岁，
临清籍人)因纠纷与他人发生口角，
继而将对方打致轻伤。案发后，张某
一走了之，不见踪影。派出所办案民
警尽全力查询查找其可能的落脚地
点，并动员其亲属等人想方设法规
劝张某早日投案自首。

7月底，派出所民警获取一条重
要线索，张某可能在云南省昆明市。
民警及时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并
请求大力协助进行追逃抓捕。功夫
不负有心人，8月1日晚张某落网。派
出所民警第一时间乘坐火车出发，
踏上押解之路。40多个小时后，张某
见到了定远寨派出所民警。

次日，办案民警们押解着张某
踏上了归程的K276次列车。这一
次，全程43个小时，民警和张某进行
了细致谈心，讲清案情利害关系，张
某表示一定配合调查，给对方进行
民事赔偿，征得谅解。

民警奔袭5000公里

将伤人逃犯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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