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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3今日济南

窃贼们也“忙年”，您
民警提醒市民，元旦春节到来之际是偷窃案件高发时期，
文/片 本报记者 尉伟

提防了吗？
您可要多长个心眼防盗

元旦、春节临近，往年这时候，贼们也开始“忙年”，他们想方设法给自己弄点儿“年终
奖”，好回家过个“肥年”。

针对往年两节期间的发案特点及类型，民警提醒市民：节前，您可要多长个心眼，别让贼
们得了手。

现实案例：10 月 20 日
下午，家住解放路一居民楼
三层的金女士发现家中被
盗，丢失现金 11000 元，还
有笔记本电脑、金项链、手
表、名烟等物品，总价值三
万余元，“我两点左右出的
门，五点回来就发现外面的
防盗门和里面的木门，两道
锁被撬了。”

接到报案后，历下公安
解放路派出所的民警会同
分局刑警大队于 11 月 30
日将犯罪嫌疑人那某抓获。

经查，来济半年，那某在
省城多个开放式小区作案
52 起，涉案价值 35 万元。

作案特点：在时机上，
那某一般选择别人上班不
在家时动手；地点，以开放
式或老式小区为主。

作案时，那某会以找亲

戚、朋友或是上门推销为借
口，先确定居民家中是否有
人，然后撬锁、下手。

民警支招：历下刑警便
衣中队中队长张伟告诉记
者，省城的开放式小区或
老式小区，因缺少物业或
居民楼没有单元门禁系统
而成为窃贼的首选目标，
加之老式小区居民安装的
多是老式防盗门，导致入
室盗窃以及撬盗储藏室等
案件多发。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安装单元门禁系统或
是更换新式防盗门。”张伟
说，换个新式的防盗门不过
千把块钱。

同时，他也告诫市民：
即使安装了单元门禁，遇有
陌生人叫门时，也要核实身
份后再开门。

现实案例：9 月 27 日早晨
8 时许，家住霞侣市街一开放式
小区的刘女士发现自己电动车
的电瓶被盗，而该小区还有三
位居民电动车的电瓶遭遇贼
手。

监控显示，当日凌晨 3 时
许两名年轻男子通过小区大门
大摇大摆地进入宿舍楼。半小

时后，两人各拎着一个电瓶消
失在夜色中。

9月 2 8日凌晨 1点半，历
下公安刑警大队便衣中队的
民警夜巡至文化东路历下区
医院时，将正在作案的两人抓
获。

经审查，两人在济结伙盗
窃电动车电瓶多起。

作案特点：两人作案时多
选择凌晨夜深人静时，目标也
都是一些开放式小区或是路边
无人看管的电动车。

民警支招：历下刑警便衣
中队的中队长张伟告诉记者，
大型商场周边、开放式小区等
处都是电动车、摩托车失窃案
件的高发区。不少市民嫌麻烦，

就将电动车、摩托车随手一停，
甚至连链锁都懒得上，这给了
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市民停放电动车或是摩托
车时，最好能将其放在有人看
管的看车处。如果您的小区周
边没有看车处，您上楼时最好
能将电动车的电瓶卸下提回家
去。

现实案例：5月18日上午11
时许，一辆公交车在德兴街附近
停靠，结果上车后，市民唐女士
却发现钱包被偷。

当她报警后，济南公安公共
交通分局第四派出所的民警却
告诉她，窃贼已被抓获。

原来，一名女子程某趁着上
车时人多拥挤“贴”到了唐女士
身后，并趁乱把手伸进了唐女士
的挎包，将里面的一个钱包偷
走。

就在程某得手后准备溜走
时，这个“只挤车却不上车”的女
子被济南公安公共交通分局第
四派出所的反扒民警抓获。

作案特点：程某一边装作在
车站候车的乘客，一边选择作案
目标。当公交车到站后，她就随
着人流往车门处挤，然后趁机扒
窃乘客衣袋、背包中的财物。有
的犯罪嫌疑人还会有同伙一起
上前挤车门打掩护，还会使用雨
伞、报纸以及怀抱的小孩遮挡旁
边乘客的视线。

民警支招：济南公安公共
交通分局第一派出所副所长
王刚介绍，犯罪嫌疑人选择作
案的地点、线路，一般为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商场、医院等
繁华站点、线路；另外郊区、大
学城、城乡接合部的公交线路

也是扒手容易选择的地域。
“上车、下车是公交车扒

窃最易集中发生的两个时段。”
王刚说，上车时，扒手利用人们
着急回家或上车占座心理，趁乱
或人为制造混乱作案；第二个是
在车辆即将靠站，下车的乘客一
走一过，不下车的乘客注意力
分散，令扒手得逞。因此市民
乘 公 交 车 时 ，应 尽 量 避 免 拥
挤。当有人意外碰撞自己或者
试图用大包、报纸等物品遮挡
自己视线时要格外警惕；带孩
子出行的市民，最好与家人做
出分工，分别照顾孩子和管财
物。

现实案例：7月28日早上8点，
一辆127路公交车挤满了赶着上班
的市民。

可当车行至经五路省立医院
附近时，一名女乘客惊呼：她挎包
内装有 1500 元现金的钱包不见了
踪影。

9 月 19 日晚上 8 点，一辆 71
路公交车刚从全福立交桥向东行
驶不久，一名女乘客也遭遇贼手。
她丢失的财物更多，足有 5000 多
元现金。

通过调取案发公交车上的监控
录像，济南公安公交分局的民警发
现了一个左肩挎包的平头小伙。

10 月 10 日下午，济南公安公
交分局第一派出所将专在公交车
上用单肩包作掩护进行扒窃的两
聋哑小偷抓获。

作案特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会前后上车，然后再慢慢凑到一
起，一人作案，一人望风。两人一般
选择公交车行车过程中颠簸、人多
拥挤时下手：一手抓扶手，一手则
藏在所背挎包后将身旁目标的挎
包拉链拉开行窃。

民警支招：济南公安公交分局
第一派出所副所长王刚介绍，冬季
市民出行时衣着较厚，身体感觉较
差。犯罪分子往往在公交车上针对
乘客的挎包或外衣口袋内的钱包
实施扒窃。

王刚说，有的乘客喜欢将挎包
放在身体的左右侧和背后，这非常
容易被窃。最安全的方式是将挎包
放在胸前、视线可及的地方。在公
交车上，如果没有座位，不要用挎
着包的那只手去拉扶手或椅子的
靠背。同时，乘客不要将钱包、手机
等财物放在外衣或裤子口袋内。

现实案例：5月3日上午，市
民赵先生去路边一馅饼店吃早
饭，顺便把车停在南券门巷附近
一处偏僻的空地上。

结果，他刚吃了两口馅饼，
一位老大爷气喘吁吁地跑进店
里，说他的车窗被人砸了。

赵先生出门一看，自己的车
靠近墙根一侧的车窗玻璃被砸，
座位上的笔记本电脑被盗。

按照老大爷指示，赵先生一

边报警一边追了出去。随后，那
名砸车窗行窃的男子被赵先生
和历下公安趵突泉派出所的民
警人赃俱获。

经查，该男子曾三次因盗窃
被警方处理。而他之所以敢大白
天就作案，一方面是比较自信，另
一方面是因停车地僻静少人。

作案特点：这类犯罪嫌疑人
选择作案的时间既有白天也有
晚上，目标都是停靠在路边僻静

处的车辆。作案前，他们都会通
过小手电先观察车内是否放有
皮包等物品，然后再实施作案。

民警支招：泉城路派出所教
导员江健提醒，不少车主喜欢将
车当成保险柜，将钱包、笔记本
电脑等财物放在爱车内，其实这
样做很不安全。同时，车主选择
停车的位置要远离胡同、小道等
僻静处，最好能停放在有人看管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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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电瓶

公交车挤车门扒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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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嫌疑人指认现场。

窃贼使用的盗窃工具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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