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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 着迷玩手机被
母亲数落了一顿，莱州一名15

岁女孩离家出走，至今没有消
息。25日早上，莱州市永安路街

道西小于村15岁的王家宝离家
出走，母亲张女士当天发现后
立即报了警，去汽车站调监控
录像也没有发现女儿踪影。

25日早上，张女士出门去
办事，由于当天是周六，女儿王
家宝在家待着。临近中午时，张
女士回到家发现女儿不在，打
电话也打不通，她发短信给女
儿，女儿回复说，自己不想回
家，不要找她了。

张女士赶紧找到女儿的两

个同学，但她们也不知道王家宝
去哪里了，而且王家宝的QQ加
不上。张女士去汽车站查找监控
录像，也没有发现女儿的踪影。
最后，张女士去派出所报了警。

张女士说，女儿今年上初
四，离家之前虽然没表现出什
么异常，但她可能计划离家好
久了。说起女儿离家，张女士猜
测与几天前的争吵有关。“她爱
玩手机，一回到家就抱着手机
玩，晚上半夜才睡觉，周六、周

日也不出门，一直在家玩手
机。”张女士说过她好几次，甚
至还没收过手机，但王家宝还
是喜欢玩，所以几天前，张女士
数落了她一顿。

王家宝，赶紧回家吧，你的
母亲很担心你。据了解，王家宝
身高1 . 6米左右，较瘦，长头发，
右脸有一黑痣，离家时带了1300

块钱，背着一个蓝白相间皮革
背包。如果你有线索，请第一时
间拨打15966558407联系张女士。

母母亲亲数数落落一一顿顿，，1155岁岁女女孩孩离离家家
王家宝赶紧回来吧，母亲很担心你

涉嫌抢夺罪
歹徒被刑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刘建立) 28、29

日，本报连续报道了两名武警街头
勇擒歹徒的事迹，并发动市民寻找
到了两名“最帅兵哥哥”。29日，记者
从福山公安分局获悉，犯罪嫌疑人
陈某因涉嫌抢夺罪被刑拘。

福山公安分局天府街派出所民
警介绍，10月27日14时许，福山籍男
子陈某从网吧出来后，想找个地方
偷点钱花，行至福山区永达街与福
海路交界口西侧一家内衣店时，看
到店内只有一名女子，就进到店里
称要买内衣，与店主攀谈。最后，陈
某趁店主不备，将店主放在收银台
上的一部小米2手机抓起来就往外
跑。

店主发现后，追赶出去大喊
“抢劫啦！”“抓小偷”之类的话。陈
某抢到手机跑出店后，就沿永达街
往东逃跑，跑至首钢磁性材料有限
公司门口时，被路经此处的武警战
士当场制服，并移交给随后赶到的
天府街派出所巡逻民警。

民警介绍，两名武警战士制服
犯罪嫌疑人后，称还有任务要完
成，没有留下电话、姓名就离开了。
直到看到报道，才得知他们是武警
烟台边防支队的官兵。

据悉，犯罪嫌疑人陈某17周
岁，无业。民警说，案发时间距陈某
生日仅有5天，5天后，陈某就年满
18周岁了。就在10月25日，陈某因
盗窃被福山公安分局治安拘留10

日，但因他是首次违法，而且未满
18周岁，所以拘留不执行。

目前，陈某因涉嫌抢夺罪被福
山警方刑拘。

“最帅兵哥哥”追踪

最终为何

认定为涉嫌抢夺

民警介绍，构成抢劫罪的显著
特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抢劫财物”。在本案中，一些不明
真相的网友称受害人遭遇了“抢
劫”，受害者也在无意中喊道“抢
劫”等字眼。经过调查，嫌疑人没有
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抢劫财物，
因此民警最终澄清了事实。

“抢夺罪和盗窃罪在某些情况
下有很多相似处，有时犯罪嫌疑人
取走财物的行为究竟是公然夺取
还是秘密窃取，也不好判断。在本
案中，连有多年办案经验的老民警
也产生了分歧。”福山公安分局一
位民警介绍，最终分局法制科人员
在详细分析案情后，认定嫌疑人涉
嫌抢夺罪。

民警介绍，盗窃罪的秘密窃取
行为应贯穿整个窃取财物的全过
程，如果行为人先是秘密窃取，但
是在控制财物之前，已经被受害人
发觉，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窃取行为
转化为公然抢夺的行为，则应认定
为抢夺罪。

在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主
观上认为自己窃取财物是在失主明
知的状态下进行的，即使失主不知
道犯罪嫌疑人的取财行为，仍构成
抢夺罪。如果嫌疑人采取了让失主
不知道的秘密方式取走财物，则构
成盗窃罪。民警称，有些时候，犯罪
嫌疑人主观上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
识是不确定的，有时犯罪嫌疑人也
不知道失主是否会察觉，他们取走
财物的行为如果被财物管控人知
觉，便夺取其财物；如果未被财物管
控人知觉，便窃取财物。在本案中，
嫌疑人取走财物后及时被失主发现
了，因此“偷窃”就成为“夺取”，最终
定为涉嫌抢夺罪。

本报记者 侯艳艳

相关链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刘海涛

李广珣 ) 不慎掉入招工陷
阱，索要1700元招工费被拒后，
持刀抢走了黑出租司机1500元
现金，两男子也由受害人变成
了抢劫犯罪嫌疑人。

近日，广西南宁42岁的村
民黄某在网上看到一条招工
启事，称月薪8000多元招聘船
员。21日，黄某抵达威海石岛
后，交纳了体检费、服装费等
共计1700元。当晚，黄某上网
查询“威海、石岛，招工、养殖、
船员”等信息，发现这是以高

额月薪为诱饵，把人骗到威海
去，再假借把人安排到大连打
工收取体检费等费用，最后带
到大连渔船上挨打，逼迫自己
逃走。

看到这里，黄某和一起应
聘船员的魏某商议第二天要回
各自的1700元费用，二人又去
买了一把菜刀、剪刀，拿在手里
壮胆。

21日上午，黄某、魏某怀揣
菜刀、剪刀来到这家公司，公司
里四五个壮汉称大连那边渔船
已经在等了，如果黄某、魏某反
悔，也不退钱。这时，一辆轿车

从该公司出来，工作人员称这
辆车将到烟台，要黄某、魏某坐
这辆车到烟台港，再买船票到
大连。

黄某、魏某坐上车离开了
威海。一路上，魏某发短信与黄
某商议，这辆车肯定是这家黑
心中介公司的，不如就在车上
动手，逼司机把他们被骗的钱
退还。当天下午2时许，坐在前
排的魏某掏出菜刀抵住该车司
机隋某，“既然你是骗子公司一
伙的，那就赶快把招工的钱返
还出来。”坐在后排的黄某也用
安全带紧紧勒住隋某。

隋某急忙称，自己就是烟
台这边跑黑出租的，根本不认
识公司的人。僵持之中，魏某
抢下隋某的装有1500元现金、
银行卡及身份证的手包，隋某
去追，被魏某用刀逼了回来。
随后，黄某掏出电话报警，称
自己被骗了。

接到报警后，高新区公安
分局银海边防派出所民警抵达
现场，黄某向民警叙述了事件
经过。烟台、济南两地警方联动
布控，21日晚上，济南警方将犯
罪嫌疑人魏某抓获。目前，二人
因涉嫌抢劫被刑拘。

索索要要招招工工费费不不成成，，持持刀刀抢抢了了黑黑出出租租
两男子由受害人变成了抢劫犯罪嫌疑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29日早上，牟
平区庙沟村一户平房起火，消
防人员及时将邻居家的房瓦
喷上水，才避免了火烧连营。
据了解，着火人家住着一位独
居老人，平时以收集废品为
生，火灾也是家中这些废品引
起的。

29日早上，不少市民在牟
平区早市上赶集时，看到不远
处平房上空冒出浓烟，随后见
到消防车赶来，原来是庙沟村
的一户平房起火了。消防人员
赶到后，火势已经难以控制，

而且平房都是连在一起的，大
火有向旁边的平房蔓延的趋
势。消防人员一边扑救着火的
平房，一边往两旁的平房上浇
水，避免了火烧连营的局面。
不过，着火的这户人家却没有
这么幸运，四间平房烧得基本
只剩下了框架，整个房顶都烧
没了。

据了解，住在这户人家的
是一位独居老人，平时靠收集
一些废品为生，火灾也是由这
些废品引起的，火势迅速蔓延
开来。

请修女士领取线索费1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赵晓
雷) “对方告诉我，这些收藏
品2个月内要涨几倍，并且保
证按时回购，没想到是骗子。”
近日，招远的孙先生听信了

“中国收藏协会拍卖部主任”
的谎言，2个月内先后多次共
花13980元购买了多种假藏品。

8月17日，孙先生接到所谓
中国收藏协会一个自称拍卖部
主任欧阳文兰的电话，向其推
荐12件套三羊开泰金葫芦收藏
品，称现在搞活动只需1400元，2

个月内高价回收，收藏品附有

检验报告、收藏证书，孙先生未
加思索订购了一套。之后，孙先
生先后多次接到所谓北京收藏
中心、中国收藏协会、上海国际
收藏协会的电话并订购了第六
套人民币珍藏册、十二生肖金
条、中国十大名花金碗等收藏
品，共计花费13980元。

10月28日，眼看到了指定
回收收藏品的日子，却迟迟不
见“回收”。孙先生联系对方，
可电话均处于关机状态。经收
藏“内行”朋友鉴定，自己购买
的收藏品都是假的。目前，招
远市公安机关已展开调查。

老老人人花花万万元元买买来来假假藏藏品品 独独居居老老人人家家废废品品引引大大火火

29日上午8时15分，“辽大金渔85190”渔船上一渔民在海上双腿骨折，
请求救助。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飞行队派出B7313救助直升机实施空中抢
救，考虑到渔民双腿骨折伤势较重，机组人员决定采用救生担架方式将渔
民吊运到直升机。用了20分钟，重伤渔民被安全吊上直升机。随后，受伤渔
民被送往医院抢救，目前病情稳定。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冯小荧 曹煜 栗军辉 摄影报道

海海上上救救起起
双双腿腿骨骨折折渔渔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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