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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狱狱友友合合作作砸砸车车玻玻璃璃盗盗窃窃
目前，警方已查证属实5起，知情者可与警方联系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王东晓 李赟 )

赵某、李某均曾因盗窃先后入狱
两次，两人服刑期间相识。出狱
后，两人在威海合伙砸车玻璃盗
窃，又都被刑拘，警方已坐实两
人盗窃5起。

9月27日，徐先生开车到高
区798大厦工地干活，车停在工
地对面的马路边。10时40分，徐
先生回车，发现右后玻璃被砸，
车内的PU单肩包、约5000元现
金、一条价值1770元的24K黄金
手链丢失。

徐先生调取工地监控，发现

两男子骑一辆蓝色踏板车，驶到
自己的轿车旁停下，一男趴在玻
璃上看，随后拉开拉链，用衣襟
遮挡住车玻璃，几秒钟就“得手”
逃离。

和徐先生的遭遇类似，当天
早晨5时许，卧龙山庄某小区的
王先生准备开车上班，发现轿车
右后侧玻璃被砸碎，车内手提包
不见了。王先生的包内并没有贵
重物品。

9月27日到29日，高区先后发
生10余起砸车玻璃盗窃案，仅27
日一天，就接连发生8起。案发地
点多在体育场、利群购物广场、

柴峰小区等监控探头少的地段，
作案时间则不固定。

高区警方加大街头布控，最
终在利群附近一监控探头下，民
警发现两名男子骑着一辆无牌
蓝色踏板摩托车，经技术手段确
定了赵某和李某。

9月29日17时许，在卧龙山生
活小区的赵某家中，蹲点民警抓
获两人，缴获作案工具一宗及大
量被盗物品。

经查，今年51岁的赵某、43
岁的李某同是吉林人，均有盗窃
前科，因盗窃罪都入狱两次。
2011年，两人在哈尔滨服刑期间

认识。赵某出狱后到威海居住，
无固定工作。今年6月，李某刑满
出狱。

9月26日，李某来威投奔赵
某。次日，两人骑一辆无牌踏板
摩托车外出，专找内有财物的车
下手，砸车玻璃盗窃。作案时，两
人分工明确，赵某负责骑摩托车
和放风，李某则使用金属棒砸玻
璃盗窃，平均每次作案约1 0秒
钟。

目前，警方已坐实两人盗窃
5起，案值约4万元，因涉嫌盗窃
罪，赵某和李某被刑拘，案件还
在深挖中。

经区一交通事故
两人死亡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震)
8日6时45分许，在经区嵩山路

小天东红绿灯路口，一辆重型自
卸货车由南向北下坡时失控，与
同向在前的多车相撞。这起交通
事故造成2人死亡，13辆车不同程
度损坏。目前，肇事车辆驾驶人已
被公安机关控制，交警部门正对
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处理。

车车内内藏藏““武武器器””人人酒酒驾驾吸吸毒毒
高速公路交警例行检查时，查出这个危险司机

吸毒后持刀外出

被拘20天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10月7日13

时许，有市民报警称一持刀男子
在某商场附近徘徊。

龙山派出所民警赶到控制住
携带管制刀具的罗某。罗某交代，
他曾向他人借钱，对方上门索债。
罗某无力偿还，对方在楼下晃悠，
制造紧张氛围。

13时许，罗某呆不下去，持一
把刀偷跑到某商场附近。罗某尿
液检测呈阳性，他承认多日前在
城区某住所吸食冰毒。因非法持
有管制刀具、吸食毒品，罗某被行
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2500元。

男男子子应应聘聘不不成成 偷偷车车作作““补补偿偿””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宫明 姜炳辉)

到企业应聘未果，刘某不甘
心浪费一天的时间，顺手牵羊，
骑走了厂门口一辆未上锁的自
行车。

19岁的刘某不久前到乳山
打工。6日，刘某听说金岭开发
区一企业待遇不错，工作也很
轻松，便和同乡一起到这家企
业应聘。因为达不到应有的技
术操作水平，同乡被录用，刘某

没被录用。
悻悻出门的刘某想到一天

时间就这么“浪费”掉，心理很不
平衡。见工厂门口停着一辆崭新
的自行车，还没上锁。刘某临时
起意，决定偷这辆自行车“补偿”

自己。四周无人，刘某跨上这辆
自行车就回了自己的住处。

当晚，金岭派出所民警就
找到了刘某，把睡梦中的刘某

“请”进了派出所。7日，刘某因
盗窃被行政拘留5日。

俩俩月月偷偷一一家家宿宿舍舍55次次
昨日凌晨，这个贼被众人堵在屋里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秦晓东 ) 近期，
市区某公司的学员宿舍频频丢
失财物。8日凌晨4时许，“偷上
瘾”的贼张某被几名学员合力
抓住。经查，张某先后5次进入
宿舍偷盗，盗得手机10余部，现
金近6000余元。张某已被刑拘。

8日凌晨4时许，一男子进
入威海樱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有限公司学员宿舍，在501室，
偷得两部手机和几百元钱。得
手的男子还没来得及离开，一
学生醒来发觉放在床头的手机
丢失，便呼起其他学生询问是
否丢失财物。

学生小吴发现自己的裤子
丢失，随后被发现扔在楼道，
裤兜内的钱财已丢失。几名学
生四处寻找小偷，小吴在宿舍

厨 房 门 后 ，找 到 这 名 陌 生 男
子，招呼大家合力将其控制并
报警。

城里派出所民警赶往现
场，经查，男子姓张，今年26岁，
无业，常年混迹于网吧，2012年
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张某因没
有工作，手头拮据，今年8月以
来，张某先后5次进入威海樱泉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

学员宿舍盗窃，共盗得手机10
余部，现金近6000余元，手机被
他以每部几十元价格销赃。

小吴介绍，国庆假期期间，
宿舍门锁被损坏，很多物品都
有翻动过的痕迹。6日，小吴等
舍友返回，因门锁损坏，他们用
大桶水挡门，没想到张某还是
进了屋。张某因涉嫌多次盗窃
被刑事拘留。

选取停车位时，避免将车停
在人烟稀、或灯光昏暗的地方，应
将车辆停放在有专人看管、安防
措施严密的停车场。

下车后，尽量避免将手包及大
量现金、信用卡等贵重物品留在车
内，建议最好不要放置任何物品，
以免引起小偷的注意。若有财物不
方便携带时，应设法转移或隐藏，
切忌暴露在视线之内。

车上最好安装防盗警报装
置，并定期检查是否完好。

链接

警方支招如何防范

日前，实验中学30余名学生
手拿清扫工具，戴上志愿者红袖
标，清扫楼道、清理绿地、刮除野
广告。

本报记者 孙丽娟 摄影报道

劳动

10月1日，我局民警在储岛以
北5海里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一具
男性未知名尸体，该尸体基本特
征如下：壮年男性，高度腐败，身
高约175厘米；上身穿灰色夹克
衫，白色衬衣，白色背心；下身穿
黑色西裤，黑色秋裤，白色皮鞋，
灰色袜子；头发因腐败脱落，残
余头发黑白相间，左手腕戴一块
黄白色手表。

请知情者与我局治安大队
联系，电话：5853180。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2014年10月8日

尸源协查通告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大伟 ) 7日
夜间，李某酒后驾车上高速被
查获。检查李某及车辆时，民
警还检测出李某吸毒，在车内
搜出多把管制刀具。

7日2 3时许，在威青高速
公路草庙子收费站外，高速公
路交警例行检查一辆黑色轿

车进行时，闻到司机李某身上
有酒气。现场呼气检测，李某
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 3
毫克，达到酒驾标准。

酒精检测结束后，民警对
李某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李 某 神 情 慌
张，开始不停地说话，语无伦
次，疑似吸食过毒品。

民警又对李某做尿液检
测，发现呈阳性，李某被确认
吸毒。

在李某裤兜内，民警搜出
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检查
李某的车辆，民警又发现大量

“武器”：手盒里藏有一把长约
30厘米的蝴蝶刀，驾驶室左侧
手抠处藏有两把强力弹弓和

一盒钢珠，后备箱里，民警还
出了四根铁棍、两把镐把和一
把小型铁锨。

李某的车被扣留，人被移
交草庙子派出所。记者从高速
公路交警支队和草庙子派出
所获悉，李某因携带管制刀具
已 被 行 政 处 罚 ，他 还 面 临 酒
驾、毒驾处罚。

8日晚8时许，纪念路一店
铺发生火灾，消防人员赶到现
场扑救。初步勘查，火灾是线
路老化引起，造成一定经济损
失。

本报见习记者 孙鹏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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