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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馋馋姜姜价价大大涨涨，，合合伙伙偷偷姜姜11440000斤斤
莱州三人作案多起，目前已被刑拘

轿车还挺新

四个轮子没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 在芝罘区烟台九中附

近，一辆蓝色轿车停在路边临时停
车位上，看起来还挺新，可是四个
车轮却没了，车下用石头和砖块垫
了起来。

“轿车的四个车轮子全没了，
这也太狠了。”9月17日早上，记者
接到热线电话后，赶往芝罘区烟台
九中附近，在路边看到了那辆“凄
惨”的轿车，车的样子还挺新，可下
面四个车轮子全不见了，车下用石
头和砖块垫了起来。

记者发现，旁边的楼无人居
住，附近人也比较少。记者询问了
几位市民，有市民推测，平时这里
人比较少，车轮子可能是被盗了，
但大家并不知道车主是谁。

出示驾驶证

一查是已作废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建 王青

霞) 9月17日，市交警三大队民警
查获一辆三轮车，驾驶员向民警出
示的是已作废的驾驶证。原来，朱
某的驾驶证到期后一直没去换证，
已经被注销了。由于朱某酒后驾驶
机动车以及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
行为，将面临罚款1250元，行政拘
留15日以下的处罚。

福山区52岁的朱某，和老伴两
人以种菜、卖菜为业。9月17日一大
早，朱某冒雨驾驶三轮摩托车，装
载了满满一车蔬菜，到市区大海阳
市场卖菜。中午12点多，朱某看看
一车的蔬菜快要卖完了，寻思着傍
晚还有来买菜的，得赶紧回家再拉
一车来，就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往回
赶。

当朱某开车到港城西大街张
家路口时，被交警三大队民警查
获。闻到朱某身上的酒味，民警对
他进行酒精检测，酒精测试显示为
56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机动
车。交警在查验朱某使用的机动车
驾驶证时发现，驾驶证准驾车型为
C4(三轮汽车)和D(摩托车)。但问题
是，朱某自2001年考出驾驶证后应
该是6年一换驾驶证，可他竟然从
来没有到驾驶证管理部门换领新
证。也就是说，朱某手里虽然有个
驾驶证，但是因为没有按期换证，
且超出规定年限3年以上，驾驶证
已经是个废证了。

结果，朱某因酒后驾驶机动车
以及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将
被处以1250元罚款并处行政拘留
15日以下处理。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
冠中 ) 今年以来，生姜价格
不断攀升，涨到一斤七八元，
这让不法分子打起了偷姜的
主意。近日，莱州公安驿道派
出所抓获一盗窃生姜的三人
团伙，该团伙作案多起，盗窃
大姜总数达1400余斤，涉案价
值4000余元。目前，三人因盗
窃罪被刑拘。

进入八月份，莱州市公安

局110报警台多次接到驿道镇、
朱桥镇、程郭镇等镇大姜被盗
的警情，民警加大对易发案区
域和时段的巡逻力度。9月15日
晚上11点多钟，民警巡逻至辖
区西赵村时，发现一辆黑色桑
塔纳轿车形迹可疑，且这辆车
在看到警车后加速行进。民警
迅速追赶，在一处窄道将这辆
车逼停。

民警上前盘查，车内两男
一女神情紧张。检查发现，该车

后备厢有两麻袋鲜姜、一把钢
叉及六个麻袋。民警分析这三
人有盗窃鲜姜的嫌疑，将他们
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讯问。

经连夜审问，三名犯罪嫌
疑人刘某、王某、李某(女)交代
了他们分别在驿道镇、程郭镇、
朱桥镇、平里店镇等盗窃鲜姜
的犯罪事实。刘某交代，前段时
间做买卖没挣到钱，加上信用
卡透支，一时手头紧得不行，就
产生了盗窃的念头。看到今年

姜价飙升，眼馋的他便萌生了
偷姜卖钱的想法。刘某把这个
想法告诉了女朋友李某和朋友
王某，三人一拍即合，中秋夜开
始了第一次行动，当晚，三人拿
着麻袋，握着钢叉在地里一番
折腾，共“收获”12袋鲜姜。三人
又在9月9日、10日和15日进行
了盗窃。得手后，他们把这些鲜
姜以2 . 9元一斤的价格卖了出
去，总共1400余斤，所得赃款
4000余元，三人平分。

为为了了还还房房贷贷
砸砸车车窗窗盗盗窃窃3300多多起起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孙晓伟

王一迪 ) 为了还数十万元
房贷，福山一男子开着套牌车
砸车窗盗窃30余起，并将盗窃
来的十余万元用来还房贷。近
日，该男子被福山警方抓获。

7月18日上午，福山的小王
开车来到门楼水库游玩，将车
停靠在水库大坝边上。不一会
儿，小王就听到玻璃破碎的声
音，便迅速跑上大坝，发现自己
车的窗玻璃被砸碎了，一辆银
灰色标致车正迅速往前开去。
小王断定这就是砸车玻璃的
人，便驾车追了上去，可追到一
个村庄附近时，这辆标致车突
然不见了，小王赶紧到辖区门
楼派出所报案。

民警一听说砸车窗玻璃的
“贼”现身了，便迅速赶到小王
追赶的村子寻找。民警调取附
近监控发现，这辆银灰色标致
207轿车是套牌车，车牌号的车
主跟犯罪嫌疑人对不上号，但
该村村民经常在村子里见到这
辆车。很快，门楼派出所办案民

警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该村村
民张某。

然而，自从7月18日那天，
村民就再也没见过张某出现，
好像人间蒸发一样。8月12日，

“消失”的张某被蹲点民警发现
回到村里，随后将他拘捕归案。

据了解，33岁的张某没有
工作，婚后与妻子共同买房还
贷，但由于他整天无所事事，没
有往家里拿一分钱，老婆一气
之下回到了娘家去。张某没钱
交贷款，就整天琢磨有什么来
钱快的手段。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张
某在福山美食城附近发现路边
停了一辆车，有个包放在车里，
张某就用自己车上的安全锤砸
碎了车玻璃，拿起包驾车逃跑。
这一次作案为他带来了七千多
元钱的“收入”。从此，尝到了甜
头的张某一发不可收拾，最多
的一次盗窃了三万多元。

据张某交代，近一年时间
他共作案30余起，盗窃财物金
额累计十余万元。目前，张某已
被刑拘。

公公司司门门卫卫内内外外勾勾结结

盗盗窃窃数数万万元元金金矿矿粉粉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张继毅
左晓东 ) 公司门卫本应保

卫财产安全，可莱州某公司门
卫内外勾结，盗窃数万元金矿
粉。事发后，在民警询问时，该
门卫心虚露出了马脚。

9月15日，莱州某公司价值
数万元的金矿粉被盗。土山边防
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得知，盗窃
嫌疑人驾驶一辆斯太尔大货车
载着金矿粉向西逃窜。在对门卫
刘某询问时，民警发现他神色紧

张。同时，民警得到秘密线索，门
卫刘某存在重大嫌疑，民警果断
将他带回派出所继续调查。最
终，刘某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刘某与该公司料场
保管员万某、运输客户李某密
谋，在刘某、万某值班期间由李
某驾车进场盗窃金矿粉。不料，
案发时刘某对满载金矿粉的斯
太尔货车没做任何盘查即放
行，这引起保卫科怀疑，继而报
了警。目前，刘某、万某、李某因
涉嫌盗窃罪被刑拘。

牟平一裸男街上乱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9月17日上午，
牟平一男子赤身裸体跑在大
街上，几名民警在后面追赶。
原来，这名裸男因与人打架，
正在政府大街派出所接受处
理，之后他在派出所脱了衣
服，只穿了一条短裤跑了出
来，在门口摔了一跤后，将短
裤也脱了下来。

17日上午9点多，在牟平
区东三街，一名男子赤身裸体
跑在街上，几名民警紧随其
后。之后，这名裸男坐到路边。

民警说服他将手里拿着的短
裤穿上后，把他带回了派出
所。原来，当天早上，这名男子
因与人打架，被民警带回所里
接受处理，他情绪不稳定，就
开始脱衣服，只穿了一条短裤
便从派出所里冲了出来。跑到
门口时，他摔到在地，又在地
上滚了几圈，之后将短裤也脱
了下来，用手拿着在街上跑。

据了解，民警将该男子带
回派出所后，联系到了他的家
人，让家人把他领回了家。

请张先生领取线索费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晶 ) 9月17日，招远一
市民向本报反映，自己在当地
买房交了5万元投资款，后来想
要退款，售楼处承诺两个月内
退款却迟迟没兑现。最终，本报
联系该售楼处，工作人员称本
月20日之前即可办理退款手
续。

招远市蚕庄镇彭女士向本
报反映，早在今年6月11日就要
求招远通海苑售楼处退回5万
元投资款，对方承诺在两个月
内将款项退回。但是过去三个

多月了，5万元投资款彭女士迟
迟没有拿到手。

“我是今年4月8日交的钱，
当时签了一份《张华山通海苑
投资合作建设协议书》，交了5

万元投资款，我家急着用新房，
对方承诺2015年11月份就完工
了。”彭女士说，但是直到今年6

月份，通海苑的房子仍没动静，
眼看儿子等不及了，想退回那5

万元。
今年6月11日，彭女士再

次到通海苑售楼处提出退款
申请，该售楼处答应两个月

内退款，但是过去 3个月了，
彭女士的 5万元投资款迟迟
没有到手。

记者从协议书上看到，
工程于2013年11月前开工，于
2016年1月前完工。“我9月12

日又去了一趟，大吊车都是
一个模样的，好几次了，等不
及了我又买了处旧楼房。”彭
女士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通海苑
售楼处，工作人员说，9月20日
之前就会联系彭女士将钱退回
去，“钱不是不退，我们这么大

公司，客户这么多，需要走很多
程序。”至于房子到底是否开
工，为何到现在为止还如彭女
士说的那样“没动静”，该工作
人员称不便向记者透露，但是
承诺钱会在本月20日之前退
还。

对此，山东同济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智光介绍，市民与开
发商签订的《张华山通海苑投
资合作建设协议书》并不受法
律保护，希望市民尽快催促开
发商退款，若无果应尽快向法
院起诉。

55万万元元投投资资款款仨仨月月没没有有要要回回
经本报协调，售楼处承诺本月20日之前退款

盗贼不少，咱得防着点 轿车下面用石头和砖头垫了
起来。 市民供图

男子赤身裸体躺在派出所门前。 线索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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