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昌昌府府警警方方破破获获系系列列入入室室盗盗窃窃案案
疯狂作案40余起、涉案价值30余万元大盗归案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朝旺 陈新

为了挣外快，聊城市城区一名男子业余时间将贼手伸向高层居民小区。事先将轿车停放在小
区附近，然后进入高层小区，利用网络上购买的技术性开锁工具，打开居民家门，像进自己家一样，
盗窃名贵物品40余起，涉案价值30万余元。日前，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在市局有关部门的配合
下，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系列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谭某被捉拿归案。

门窗好好的

家中财物丢失

2017年10月9日，居住
在滨河大道附近某小区的
潘先生工作了一天下班回
家，当打开门的一瞬间，他
傻眼了，客厅、卧室被翻动。
经核实，李先生丢失了纪念
币、首饰、现金等财物，总价
值8200余元。

家里进了贼，可检查一
下门窗，发现都好好的，贼
是怎么进来的呢？潘先生赶
紧拨打“110”报了警。闻报，
东昌府分局主管刑侦工作
的副局长吴振林立即组织
刑侦三中队、技术中队人员
赶到现场展开了认真细致
地勘查。有丰富勘查经验的
技术员们断定，该案为技术
性开锁入室，窃贼手法熟
练，是个作案老手。经过3个
小时的勘查，技术人员提取
到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遗留
下的大量痕迹物证。

办案民警将这些痕迹
物证，输进公安系统信息库
中，发现该案的犯罪嫌疑人
涉嫌多起入室盗窃案件：
2017年7月份，某小区张女
士家中黄金项链、手机等物
品被盗；2017年6月份，某小
区李先生报案称家中名烟
名酒价值2万元物品被盗。

案件引起东昌府分局
局长于继谔、政委李海歌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合成作战
中心、刑侦三中队民警对系
列入室盗窃案进行研判。合
成中心经过对多起类似案
件研判、分析后认为，这些
案件有以下相同点：作案工
具、手段相同，都是用同一
种开锁工具开锁盗窃；侵害
目标相同，都是选择俗称

“一字锁”的防盗门锁下手；
盗窃物品相同，都是选择现
金、首饰、邮册、手机、数码
相机、手提电脑等易携带体
积小且价值大的物品；盗窃
时间一般发生在周末或节
假日；发案小区集中在城区
东半部居民小区。结论表
明，这是一个对“一字锁”型
防盗锁有熟练的开锁技术，
具有极强应变能力的人。

由于案情重大，局长于
继谔要求广大参战民警将
系列技术性开锁入室盗窃
案件并案侦查，抓住战机，
展开布控，迅速破案，狠狠
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给群众一个满意答复。

民警蹲点守候

锁定盗窃嫌犯

东昌府分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通过侦
查，一辆黑色大众帕萨特轿
车引起警方的注意，该车辆
挂外地牌照。在居民小区发
案的时间内，这辆车停靠在
小区周边，而且车主下车后
左顾右盼，空手进入该小
区，从小区出来提着物品。
警方调整侦查方向，从该辆
轿车入手，办案民警通过秘
密调查，掌握了车主本人信
息及其住所。刑侦三中队办
案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在这
位车主居住的小区附近蹲
守，在蹲守摸排的过程中不
放过周围任何一个有关于
嫌疑人生活动态的信息。

这时，刑侦三中队又接
到受害人李先生报案称，发
现对门家中有人盗窃。嫌疑
人入室盗窃被发现后用极快
的速度飞奔下楼，但是样貌
特征已经被当事人记录下
来。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
办案民警结合掌握到的轿车
车主的个人信息，锁定嫌疑
人就是该黑色轿车的车主。
刑侦三中队中队长杨峰立即
将这一信息传达给负责蹲守
的民警，同时前往嫌疑人所
在单位进行走访调查。在蹲
守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上班
时没有开黑色轿车。种种迹
象表明，嫌疑人有了察觉，这
对掌握其犯罪证据和抓捕工

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警方秘密跟踪

嫌犯被抓获归案

在掌握大量犯罪证据
后，刑侦三中队随后调整侦
查思路，一组负责在嫌疑人
居住小区蹲守，另一组秘密
跟踪嫌疑人，寻找活动轨
迹。侦查人员通过秘密跟
踪，发现嫌疑人频繁发送快
递，很不正常。警方从其快
递信息着手调查，发现嫌疑
人将快递寄到同一地址，这
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将被
盗物品进行转移销赃。

2017年12月26日，刑侦
三中队获得消息，谭某在其
单位出现。专案组民警立即
赶赴该单位将正在工作的
犯罪嫌疑人谭某当场抓获。

在被抓获的初期，犯罪嫌
疑人谭某抱有侥幸心理，拒不
承认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疯狂作案四十余起

涉案价值30余万元

审讯民警结合之前掌
握的案发现场遗留物证、监
控视频及相关证据，通过搜
查在其家中发现的多种纪
念品、多部笔记本电脑、高
档烟酒。随后，在其驾驶的
车辆中搜查到技术开锁工
具一宗。在上述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谭某依然抱有
侥幸态度，避重就轻，自认
为有策略地供述一些价值
低、东西少的盗窃事实，对

于搜查到的价值高的物品，
均称系朋友赠送所得。

当晚，办案民警分两组
查找证据，一组针对搜查到
的疑似被盗物品比对案发
时的监控录像，另一组在搜
查到的笔记本、U盘、硬盘等
电子产品中查询失主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查
询、比对，在搜查到的笔记
本电脑中查找到两名家中
被盗但未报案的苦主。

办案民警将上述证据
再次摆在嫌疑人谭某面前
时，顿时击溃了嫌疑人的心
理防线，最终谭某在铁的证
据面前，交待了自2017年以
来，通过观看警匪电影，学
习片中盗贼开锁技术，并在
网络上购买开锁工具，事先
在自家门锁实验，而后进入
城区高楼小区居民家中实
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
嫌疑人谭某，28岁。2017年5
月份以来，谭某驾驶黑色帕
萨特轿车，流窜于城区东部
多个高楼小区之间，事先将
车辆停放在小区附近，步行
进入小区，针对小区内使用
低级锁的住户，以技术开
锁、尽量不留痕迹的方式，
盗窃居民家中金银首饰、现
金、贵重电子产品、高档香
烟、白酒等贵重物品，疯狂
作案四十余起，涉案价值30
余万元。并将盗窃所得金银
首饰通过网络，以快递的方
式销赃至天津某回收黄金
商店。目前，犯罪嫌疑人谭
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一直以来，东昌府分
局对侵财性案件保持高压
严打态势，但仅靠公安机
关的打击还不够，需要广
大市民切实提高自我安全
防范意识，积极采取一些
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提
高自身防抢防盗的“免疫
力”。为此，警方提醒居民，
春节临近，盗窃案件高发，

要注意家中防盗门的防盗
性能是否已经落后，有条
件的住户应更换技术含量
高、防盗性能先进的防盗
门锁，不给不法分子留可
乘之机。

较长时间外出，应请
邻居或者物业关照；发现
邻居家有可疑的人、事，应
主动关心讯问；邻里亲友

要互相提醒，长期保持自
身防范警惕性；贵重财物
切忌放在家中，最好存放
在银行保险箱；不要随意
在家中设置保险箱，若要
设置，应四脚灌注水泥固
定或者在室内墙体的暗格
之中。若临时需要存放贵
重物品，分散藏放，但不要
放在电视柜、书桌、衣柜、

床头柜、床垫下等部位。
夜间无人在家时，可

留 一 盏 灯 或 者 打 开 收 音
机，使窃贼不明虚实，不敢
贸然作案。夜晚睡觉时，不
要将包、现金、手机等贵重
物品放在客厅，应随身带
入卧室并将卧室门反锁。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朝旺 陈新

警方提示>> 家家门门最最好好使使用用技技术术含含量量高高的的防防盗盗门门锁锁

犯罪嫌疑人盗窃的财物。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杨法波)

1月8日上午9时40分，莘县一名司
机开着左前轮没有气的小轿车上
路，虽然开车时感觉异样，但他却没
发现轮胎瘪了，幸亏执勤交警发现
及时提醒了他，并帮他换好了轮胎。

据了解，当天上午，聊城高速交
警支队莘县大队执勤民警在执勤
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左前轮胎
已经瘪了，但车辆还在继续向前行
驶，情况很危险，执勤民警立即将该
车拦停，告诉车主车辆左前方车胎
瘪了，司机得知车胎瘪后，有些着
急，因为车上没有携带工具，附近又
没有更换轮胎的维修中心。得知情
况后，执勤民警在警车内拿出了随
车携带的修车工具，很快为该男子
的车子换上了备胎，并提醒驾驶员，
在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状况，
如遇紧急情况要拨打报警电话，交
警会以最快的速度为您解除困境。

10分钟后，车辆备胎换好了，交
警对车辆进行检查确认该车基本无
隐患后，让司机将车开走。临行前，
司机见交警在换胎过程中还弄脏了
制服，很不好意思地说：“若不是这
位好心的交警同志提醒我，我今天
不仅车会受损，还可能会出交通事
故，你们帮助很及时，真的很感谢你
们！”

车胎瘪了还在行驶

交警拦下帮换轮胎

本报聊城1月10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晓辉 杨法波)

货车载物超宽超高上高速，不仅
影响驾驶员视线，也影响正常通
行，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安全
隐患，1月9日21点20分许，聊城高速
交警支队查处一起货车超高超宽
超载的严重违法行为。

当天晚上，民警在鲁冀界执法
站执勤时，两辆装满电器货物的货
车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该车装
载的货物已经超出荷载质量，对车
辆进行了改型，后视镜也完全被货
物挡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示意两车驾驶人靠边停
车接受检查。经了解，该车是从河
北去往安徽方向进行电器运送。民
警向司机指出车辆存在的违法行
为，同时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讲解
了行驶超载货车严重影响路面行
车安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驾驶人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后，该驾驶人在民警的监督
下对所超载的货物进行了卸载转
运，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
行了相应的处罚，及时消除了一起
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聊城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员朋友：切不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而罔顾交通安全，使车辆原设计的
安全性能大为下降，诱发交通事
故。

“三超”大货车

上高速被查处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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