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浒苔“先头部队”已登陆海阳
“大部队”预计26日登陆，今年浒苔规模相对小，将实行属地化清理

骑摩托飞车抢夺的男子栽了
自6月份以来作案8次，专挑骑单车的女性下手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任青倩
綦英祥 记者 苑菲菲) 光天白

日，一男子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穿
梭于莱州城乡，多次飞车抢夺，且目
标均为骑单车女性，屡屡得手。法网
恢恢，22日，该男子终于栽倒在莱州
民警的手里。

22日上午9时18分，莱州市夏邱
镇大初家发生一起抢夺案件，一名
女性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骑摩托
车飞驰而来的男子抢走包一个，内
有部分现金和手机一部，嫌疑人骑
一 辆 摩 托 车 向 西 逃 逸 。接 到 报 警

后，莱州市公安局沙河派出所和刑
侦民警立即安排兵分两路，一路前
往案发现场调查取证。目击证明嫌
疑人骑红色摩托车，带着棉头盔。

另一路赶往镇驻地南青沙路—
犯罪嫌疑人有可能经过的路段进行
堵截。当到达指定地点后，民警发现
从东来一辆头戴棉头盔骑红色摩托
车男子，外形与通报中的嫌疑人极为
相似，随即尾随其后，一直追踪到沙
河镇一网吧门前。当嫌疑人欲停车进
入时，民警们即刻上前将其截下进行
盘查，发现其携带的物品为女性皮

包，与其身份明显不符。遂将其传唤
至派出所进行初步审讯。

进入6月份以来，沙河镇辖区连
续发生多起飞车抢夺妇女背包案
件，作案工具皆为红色摩托车，作
案对象为骑单车女性，作案时间为
上下班点。

经对嫌疑人的连夜审讯，嫌疑
人如实交代了当日早晨的犯罪事
实。并供述了6月份以来，多次骑摩
托车至沙河、土山及莱州市区流窜
作案8次。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讯之
中，民警正在积极寻找其余当事人。

无证驾车被抓居然找人偷车
结果这搬来的“救兵”也没驾照，两人双双被处罚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于飞 通
讯员 王瑞国 潘佳) 无证驾驶摩
托车被交警抓个正着，竟然打电话搬
来“救兵”想要偷偷运走扣留的摩托
车，谁料“救兵”也没有驾驶证，俩兄
弟双双被处罚。24日，蓬莱街头，出现
这样一幕。

24日上午9点30分，蓬莱交警一中
队民警在汽车站路口例行检查，发现
骑摩托车的驾驶人任某没有摩托车
驾驶证，属无证驾驶，民警便依法将
摩托车予以暂扣。

谁知，受到处罚的任某没有离
开，而是在一边掏出了手机开始打电
话。不一会儿，一个矮个男子骑着一
辆电动车来到了任某的身边。俩人一
阵嘀咕后，矮个男子竟然趁民警查纠
其他违法行为人时，从兜里掏出备用
钥匙径直将摩托车骑走了。

矮个男子得手，任某准备骑电动车
逃跑时，被民警发现拦下。当民警发现
矮个男子驾驶摩托车向北逃跑后，立即
进行围堵。矮个男子在驾车逃跑到海滨
东路后，扔下车子跑到海水浴场的沙滩

上，被随后赶到的民警抓获。
经核查，矮个男子高某也没有摩

托车驾驶证，他与驾驶员任某是表兄
弟，俩人嫌考摩托车驾驶证麻烦，觉
得自己驾驶技术还行，经常无证骑车
上路。

因为车辆被交警扣留，任某打电
话给表哥高某，合计趁交警不注意将
车悄悄偷走想逃避处罚，没成想到最
后两个人都栽了。因无证驾驶机动
车，任某、高某将面临罚款200元，并处
行政拘留的处罚。

着急去上网，新车不熄火扔路边
玩游戏入了迷，不接民警电话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张伟光
记者 苑菲菲) 招远的贾某着急

玩游戏，22日下午开着银灰色的雪铁
龙赶到网吧后，还没熄火就把车子扔
下走了。在民警发现给其打电话后，
对方还一直入迷迟迟不接，直到打了
七八遍才联系上人。而正在玩游戏的
贾某，早忘了自己还有一辆车停外面
呢。

22日晚上10点多，招远市110指挥

中心接到市民报警称，在招远市丁家
庄子村碑处发现一辆银灰色雪铁龙。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辆雪铁龙从下
午6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直停靠在村
碑附近，车子还没有熄火，车内还亮
着灯，就是不见车主。

随后，罗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通过车牌号，联系到了车主贾某。
可让民警奇怪的是，不管怎么打电
话，这贾某就是不接。在连续打了七

八遍之后，贾某终于接电话了。
对于民警对他车辆的提问，贾某

感到很意外，一直在反问民警，他没违
法也没犯罪，老问他车子干什么。当问
到车子当天是否开出来，并且没熄火
就停在某处时，贾某才恍然大悟。

原来，贾某当天是赶着去网吧玩
游戏。因为太入迷，民警打电话也没
听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他是开
着车出来的了。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
员 赵文强 记者 王
永军) 23日下午，莱阳市
羊郡镇一对新婚夫妻闹
别扭，丈夫迁怒妻子所乘
坐的公交车司机，上去就
是俩巴掌。因为吵架伤及
无辜，该男子受到了治安
处罚。

23日下午，莱阳市公
安局羊郡边防派出所接
到辖区一公交司机报警，
称自己在开车途中被一
陌生男子无故扇了两巴
掌。民警赶到现场通过车
上录像找到了打人男子
于某。经调查得知，当天
于某与新婚妻子因为一
点琐事产生了口角，妻子
一生气收拾东西乘坐公
交车准备回娘家。

于某气稍稍顺了点，
就想着驱车去把妻子追
回来。待快要追上公交车
时，于某不停地按喇叭示

意公交车停车，公交司机
杨某却领会错了意思，以
为于某要超车，只是靠边
减了减速，并未停车。

未完全消气的于某
见状顿时火冒三丈，一踩
油门超过了公交车，并将
自己的车横在路上逼停
了公交车。公交司机停车
后，刚开口想问于某有什
么事，结果恼羞成怒的于
某二话不说，上来就扇了
杨某两巴掌，拉着妻子就
下了车。

等到民警找到于某
时，静下心来的于某与其
妻子早已和好如初，并且
对无故殴打公交车司机
一事懊恼不已，主动表示
要赔偿公交司机的医药
费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于某的行为构成寻衅
滋事，不能进行调解处
理，最终于某被当地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

新婚夫妻闹别扭

公交司机遭了殃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
员 刘文 齐志红 滕
宁宁 记者 苑菲菲)

龙口一60岁左右的老妇
日前走失，三天后在莱州
被民警发现。19日，莱州
市金城边防派出所民警，
帮老人找到了家人。

19日晚，金城边防派
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
警，在辖区发现神智不清
的老人。民警迅速到达现
场，见一名60岁左右的老
妇人依偎在墙角处，精神
恍惚，说话断断续续。

见此情况，民警决定
先将其带回所里。到所
后，民警为其端上热水，
安抚她紧张的情绪，通过
反复的沟通与引导，得知
老人名叫王美，是龙口市
人，丈夫名叫张斌，民警
让其写下张斌的电话，可

王美只记得前八位数，无
奈之下，民警通过人口查
询系统，将全龙口市所有
叫张斌的男子让王美逐
一辨认，王美指着其中的
两三个都说叫张斌，民警
通过户籍中留下的电话
与王美的提供的手机号
码进行比对，确定其中一
人应该是王美的丈夫。

当天晚上10点半多，
王美的一家人来到了金
城边防派出所，看到平安
无事的王美，张斌握着民
警的手，激动地说：“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

原来，王美患有脑萎
缩，三天前从家中走失，
王美的家中在龙口市找
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没
想到王美坐着车到了莱
州，被好心的市民发现，
并报了警。

龙口神志不清老人走失三天

民警在莱州发现她，并帮她找到家人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姜宁
通讯员 魏巍) 国家海洋局北

海预报中心2 3日的监测报告显
示，浒苔前锋已越过千里岩地
区，向海阳市近海海域逼近。为
防范浒苔灾害，海阳市委市政府
于2 4日紧急出台防范浒苔应急
预案。

24日上午，海阳市龙山街道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对辖区海滩
巡视时，发现岸边浒苔多了起
来。“比前几日多了不少，在海里
也能明显地看到绿色的浒苔。”派
出所工作人员夏永峰说。

烟台市海洋渔业局环保科
杜娜介绍，这次浒苔来的比往年
要晚，规模相对小，从现在来看
浒苔的主力位置还是在青岛和
日照地区。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
预报中心的分析显示，浒苔前锋
已越过千里岩，其大部队正在由
青岛方向向北漂移，预计会在26

日大规模登陆海阳市近海海域。
本次浒苔的总覆盖面积为660平
方公里，总分布面积约为26437平
方公里。

为了应对浒苔，海阳市委市
政府在24日紧急出台防范浒苔应

急预案，成立浒苔灾害处置指挥
部，全面负责浒苔的处理工作。在
指挥部下又设立了巡视监视组、
海域打捞组、陆域工作组、科研
组，具体负责浒苔清理事宜。

据悉，今年，海阳在治理浒
苔方面将实行属地化管理模式。
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各沿海镇政
府，各自组织人员、铲车，装载
机和运输车等工具，对海滩进行
清理，如果浒苔污染面积扩大，
将全面动员乡镇村民和驻海部
队进行援助。

从24号开始，包括度假村在
内的众多景区已经开始了浒苔
清理工作。清理下来的浒苔，将
会放置在规划建设和环保部门
早已选定好的场地，以防止二次
污染。由于技术原因，尚不能做
到将清理来的浒苔回收利用。

格相关新闻

影响海水养殖

浒苔应及时清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
逄少军教授说，浒苔本身对水生
生物没有威胁，只是漂浮在海面

上时间长了，会发生腐烂，进而
吸收氧气使得水生生物缺氧死
亡。据介绍，浒苔对海参、鲍鱼
的养殖影响最大，一旦浒苔漂流

到了养殖池中，腐烂后污染水质
会对海参鲍鱼产生毁灭性的影
响。

目前浒苔不能使用化学药

剂杀灭，但只要及时清理海面，
不让浒苔靠近养殖池，就能有效
地保护养殖户的利益。

记者 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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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海滩上清理浒苔。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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