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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社会

环环翠翠警警方方破破获获两两起起特特大大贩贩毒毒案案
缴获冰毒90余克，两名毒贩被刑拘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李森 ) 公安环翠分

局日前接连破获两起特大贩毒案
件，两犯罪嫌疑人落网，警方缴获
冰毒共计90余克。

9月上旬，公安环翠分局刑
侦大队打黑缉毒中队民警获得线
索，一名绰号“小杰”的男子在市
区贩卖冰毒，民警立即采取多种
措施对其展开调查。12日上午，
缉毒民警根据掌握的信息，判断

“小杰”当日可能有毒品交易，安
排了大量警力进行秘密守候和排

查。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秘密排查，
民警确定“小杰”在市区一公寓楼
内落脚。17时许，在该公寓附近
守候的民警得到确切消息，“小
杰”购买冰毒后已回到住所准备
贩卖。于是，民警化装成物业人员
进入“小杰”居住的房间进行抓
捕。经过一番搏斗，民警最终将拼
死反抗的“小杰”制服，并在其房
间内查获毒品40克以及塑料分
装袋、电子秤、冰壶等吸、贩毒工
具。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钟某(别
名“小杰”)对购买冰毒准备贩卖

给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2日19时许，缉毒民警又得

到线索：有名叫“王军”的贩毒人
员准备于当晚在市区内进行毒品
交易。继续对钟某进行审讯的同
时，另一路缉毒民警立即展开了
对“王军”的抓捕。为保证抓捕的
成功率，民警决定先跟踪买毒人
员的车辆，然后再伺机抓捕毒贩。
当晚，买毒人员的车辆先后在三
个预定地点停留，但均未有人前
来“送货”。民警断定，“王军”的反
侦查能力很强，应该是在试探买

毒人员或是在暗中观察有无人员
跟踪，而他肯定就在约定接头地
点附近隐藏。经过对周围停靠车
辆的细致观察，民警发现有一辆
黑色帕萨特轿车在上述几个地点
都出现过，形迹非常可疑。

当晚21时许，当买毒人员的
车辆行驶到第四个约定交易地点
时，黑色帕萨特轿车再次出现，民
警由此断定该帕萨特轿车就是贩
毒人员驾驶的车辆。就当民警准
备展开抓捕时，已经靠近买毒人
员车辆的帕萨特轿车突然掉头快

速驶向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民
警当即驾车追击，并成功将帕萨
特轿车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内。犯
罪嫌疑人弃车仓皇逃窜，后被追
上，当场被制服。搜查中，民警在
该帕萨特轿车的车门处查获冰毒
50余克。经审讯，该贩毒人员为
王某，2012年曾因吸毒被行政处
罚，而当晚他购买了50克冰毒准
备贩卖给他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钟某、王某
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刑事拘留，
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宁宁津津一一码码头头，，轿轿车车冲冲进进海海里里
车内两人被当场救出，车次日被吊车吊出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卢旺龙)

23日晚，在荣成宁津某码头，因
天黑雨大能见度低，加上不熟
悉码头路况，王女士驾车转弯
时，冲入海中，所幸人被救上。

23日20时，荣成市民王女
士驾车去码头送朋友。朋友下
车，王女士驾车转弯返回。码头
一转角处有一根电线杆，她按
照常规往电线杆内侧打弯，但
不巧这里停了一辆车，王女士
又试图从电线杆的另一侧拐
弯。因天黑雨大，能见度很低，
王女士驾车冲进海中，轿车先
是浮在海面上，被风浪冲出10
米后沉底。

轿车漂浮其间，王女士和
同车人员摇下车窗，大喊救命，
幸亏被一女士发现，她找来边
防官兵。大家找来两条绳子，抛
向海里，王女士等两人拽住绳
子，大家往岸上拖。途中，王女
士体力不支，无法拽住绳子，边

防官兵跳下水中，将其救上岸。
随后，车沉入水底。24日

一早，宁津边防派出所民警找
来潜水员，潜入水底用绳子拴

住车，再用吊车吊起，将轿车打
捞上岸。

车牌丢了自己造

车主被拘15天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焉保光 于炳权) 23日
下午，乳山车道警务工作站民警在
309国道巡逻时，查获一辆使用假
车牌的农用车。车主承认自己丢了
原车牌，为图方便就制作了一个。

23日15时许，在309国道塔庄
段，车道警务工作站民警巡逻时看
到一辆农用车正常行驶途中往塔庄
方向急拐，民警跟上，发现这辆车的
后牌照上的字体明显变粗，整个车
牌色彩也与正规车牌不同。

司机张某承认车牌是自己制造
的。张某交代，20多天前，他的后车
牌丢失，本该到车管所申请补发，但
为图方便，他找来一块铝皮，先喷漆
又喷上车牌号。民警收缴假车牌，并
对张某罚款2000元、拘留15日。

被男友拿走手机

女子为报复报警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宫明 宋杰) 23日下午，
一女子报警称手机被抢，民警追上

“劫匪”，发现他竟是报警女子的男
友。

23日15时许，乳山商业街派出
所接女子刘某报警，她在某超市门
口被抢走手机，劫匪已往西逃跑。民
警一路西追，在夏北市场抓住劫匪。

一番审讯，民警发现“抢手机”
的姜某和报警人刘某是一对恋人。
当天下午，俩人因琐事发生争吵，刘
某痛骂姜某，扬言要分手，姜某先是
苦苦哀求，最后一把夺走了刘某的
手机。

“我当时就是想让你们帮我狠
狠教训他一下。”刘某承认自己报警
的动机。刘某报假警，造成警力浪
费，民警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

热热心心相相助助，，却却被被骗骗1144 .. 77万万元元
网友谎称儿子患白血病，先后5次“借”她钱

本报 9月 24日讯 (见习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陈雷 )

荣成一男子李某通过QQ和
王女士相识，两人见面后，李
某得知王女士有钱，打起了歪
主意。他以儿子患白血病急需
用钱为由，先后骗走王女士
14 . 7万元。23日，李某被荣成
警方刑事拘留。

2011年，荣成市人和镇某
村的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一名

自称李晓的男子。认识不久，
两人相约见面，当天，王女士
开豪车赴约，李晓觉得她有
钱，便打起了歪主意。

第一次见面，李晓跟王女
士讲起自己的“遭遇”：儿子得
了白血病，急需用钱。王女士
二话没说，凑了一笔钱送给李
晓，李晓主动写了一张欠条，
打消王女士的疑心。就这样，
李晓每次都以儿子病重住院

为由，5次共向王女士“借”走
147000元钱，并写下欠条，承
诺将于2012年12月31日前全
部归还。

2012年初，李晓“借走”
王女士最后一笔钱后，消失不
见。王女士多次通过QQ和电
话找寻，都无法联系到对方，
意识到被骗，今年 9月 23日，
王女士报警求助。

了解李晓的相关信息后，

民警查询了李晓的QQ号，发
现他经常登录的 IP地址为荣
成市崖头镇某村的李某。经王
女士辨认，李某正是“李晓”。
23 日 10时，荣成刑侦大队民
警将李某抓获归案，随即被刑
事拘留。

得知李某网络诈骗，其家
属于24日上午将14 . 7万元的

“欠款”和2万多元的利息一次
性归还给王女士。

窝窝藏藏杀杀人人犯犯 济济宁宁一一教教师师获获刑刑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王海光 )

济宁一教师李某为一名杀人
犯提供隐藏处所，犯下窝藏罪。
近日，李某被环翠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03年9月21日，王某在

环翠区持刀捅伤魏某，导致魏
某死亡。王某逃离威海后，逃匿
至济宁的妹夫李某家。李某得
知王某故意伤害他人，劝其自
首未果，在济宁微山县欢城镇
某村向给王某提供了隐藏处
所。2012年8月11日，就王某涉

嫌故意杀人，当地公安机关明
确告知了李某，但李某仍谎称
不知道王某的去处，继续帮王
某隐藏。

王某被抓后，李某主动到公
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窝藏行为。
2012年8月17日，李某被刑事拘

留，同年8月31日被取保候审。
考虑到李某在尚未接受讯

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
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环翠法院于近日一审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

偷偷备备胎胎屡屡屡屡得得手手 偷偷第第1155个个时时被被抓抓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陈雷 )

徐某认为偷汽车备胎不易被车
主发现，且屡次得手。偷得第
15个备胎后，徐某终于被抓，
随后被刑拘。

23日，荣成巡警一大队民
警在城区装潢材料市场附近巡
逻时，发现一名男子在绑好一
个汽车备胎后，骑电动车离去。
7月份以来，荣成市城区发生
多起盗窃车辆备胎案件。见男

子形迹可疑，民警便上前询问，
该男子神情慌张。

经询问，该男子徐某是江
苏人，无固定工作和收入。徐某
发现偷车辆的备胎不易被车主
察觉，屡屡得手。自 7 月份开

始，他先后窜至荣成市区内各
居民小区，盗窃作案15次，盗
窃车辆备胎15个，总价值人民
币7000余元。

2 3 日，徐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多次偷车被处罚

“熟人”又落网

本报9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通 ) 荣成一男
子周某多次偷车被处罚，24日凌
晨，周某再次“得手”，被巡逻的民警
抓获。

24日凌晨2时，荣成桃园边防
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发现一男子
推着摩托车从下谭家村西行，例行
盘查，竟是“老熟人”周某。周某是本
地人，多次因盗窃被处理。关于摩托
车的来历，周某一会说是从朋友处
借来的，一会又说是自己的。

民警将其带至派出所，周某交
代实情。当日凌晨，周某从朋友家喝
完酒往回走，经过桃源村东某小区
时，发现楼下停着一辆摩托车。周某
用手推了推，发现车没上锁，于是将
摩托车推走，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
巡逻的民警。24日，周某被行政拘
留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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