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芝罘罘公公安安遣遣送送1144名名缅缅甸甸人人回回国国
跨越八省跋涉8000多公里，将非法入境人员移交给缅甸警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福基
步云) 跨越8个省，行程8000多
公里。11月12日下午，烟台市公
安局芝罘分局将14名非法入境
缅甸人移交给缅甸警方。

今年10月份，芝罘公安分
局获得线索，有多名来历不明
的外籍人员在芝罘区某水产
公司打工。1 0月 1 7日 1 4时许，
烟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
局芝罘接待大厅会同世回尧
派出所民警，在烟台兴洋水产
有限公司将松松等14名非法入
境缅甸人查获。当天，芝罘警方
依法对松松等13名缅甸人拘留
审查，对已经怀孕的缅甸人巴丽
限制活动范围。据了解，14名缅
甸人分别于2012年8月至2014年6

月期间由云南杰高、瑞丽等地入
境，没有携带任何出入境证件，
构成非法入境。

14名缅甸人年龄在20岁-30

多岁之间，10名男性，4名女性。
11月8日早上8时30分，一辆载着
14名缅甸人和16名民警的大巴
车从烟台市芝罘区看守所驶出，
前往云南省瑞丽口岸执行遣送
任务。在遣送途中，大巴车每天
行驶12小时以上，民警一日三餐
几乎都是在车上吃方便面度过
的。经过近一个周的长途跋涉，
11月12日下午，在中缅界碑前，
芝罘公安分局代表中国警方与
缅甸警方完成交接，14名缅甸人
顺利回家。

21岁的女孩松松来烟台
一年多了，她是14人中唯一会
说中文的，家中有一个哥哥和
一个姐姐，生活并不富裕。

一年多前，松松从老乡那
得知，到中国城市打工赚钱是
当地的好几倍，她便产生了来
中国的念头。松松与几个老乡
商量后，没有办理任何出入境

手续，就从中缅交界处非法进
入云南省，随后被中介机构带
到烟台的水产公司务工。

松松说，在缅甸打工一
个月挣的钱折合人民币只
有 6 0 0多元，来到烟台可以
挣到2 0 0 0多元。由于吃住都
在工厂里，她每月只留下三
四百元零花钱，其他的寄回

家中。得知要被民警遣送回
国，松松并没有抵抗情绪，
而是十分开心，因为在外打
工一年多，终于可以与家人
团聚了。在民警调查、遣返
的途中，松松还主动配合民
警当起了翻译。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福基 步云

21岁缅甸女孩会中文，主动当起了翻译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莱州的贺先生通过宅急

送给甘肃的朋友寄了三件玉石雕
刻，结果碎了两件，快递公司一直
没给出明确的处理办法。

贺先生说，11月13日他将三件
玉石雕刻寄了出去，当时跟宅急送
工作人员一起用木头箱子包装的。
三件玉石雕刻共40公斤，贺先生花
了240元快递费。“本来说三四天能
到，最后八天才到。”贺先生说，而
且有两件碎了，大概损失2000多
元，和快递公司协商了好几天，一
直没有结果。

宅急送工作人员称，贺先生的
这种情况需要由理赔部门的领导
处理，具体处理流程和方法需要商
讨后再决定。

快递玉石雕刻碎了

两千元损失谁来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罗嘉明) 看

到民警押解吸毒人员，一名“瘾君
子”表情紧张露了马脚。24日晚，俩
小伙吸毒后打算乘船，被烟台港公
安局客运所民警先后抓获。

24日18时许，烟台港公安局客
运派出所民警在烟台港环海路客
运站码头执勤时，拦住一名年轻男
子。该男子自称沈某，1991年出生。
民警查询发现他有吸毒史，对他进
行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该男子
交代，他坐船前刚吸食完冰毒。

民警把沈某带回派出所进一
步调查处理。经过客运站门口时，
发现一名进站小伙神情紧张，民警
赶忙上前拦住，从他身上查出一套
吸毒工具。经查，该小伙前些天刚
吸食完冰毒。

吸毒后去乘船

俩小伙先后被查住

为琐事跳海轻生

民警大晚上急救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23日晚8时30分左右，

蓬莱市公安局旅游度假区派出所
接到报警，在辖区海滨路八仙居北
侧有人投海自杀。该所副所长王行
良带领三名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
轻生女子救上岸。经医院急救，轻
生女子脱离生命危险。

轻生女子姓杨，38岁，山东东
平人，几天前因心情不好来蓬莱散
散心，途中又发生了一些琐事，一
时想不开的她便跳海轻生。

维修工上门服务踩点
专偷来烟买房的外地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丛
姝玉 柳岚 ) 上门维修天
线，其实是来踩点。日前，从事
个体维修工作的田某利用这
个便利，锁定了外地在烟台买
房度假的群体，趁着业主不在
家，将屋内值钱的用品洗劫一
空。

日前，龙口市东海旅游度
假区的简女士家里招了贼，小
偷将她刚买的电视机、手机和
一整套全新的厨房用具、床上
用品等都洗劫一空了。和简女
士有同样遭遇的，东海旅游度
假区还有十多户。

民警发现，这些失窃的住
户都是外地人，在东海旅游度
假区买了房子，每年在龙口这
边居住一段时间，而住户失窃
都是在他们回了外地老家的
时候，可见嫌疑人对这些业主

的居住习惯非常了解。很快，
民警锁定了嫌疑人田某，田某
在东海旅游度假区从事个体
维修工作，这些失窃住户都接
受过田某上门维修天线的服
务。

面对审讯，田某最终认
罪。他从2013年9月开始，利
用工作机会，了解这些外地
住户的居住习惯，并且进行
踩点。田某趁住户不在龙口
居住期间，通过翻窗、撬锁
等方式进入住户家，偷走电
视机、手机、平板电脑等。由
于住户们都不是本地人，邻
里之间不熟悉，他大摇大摆
拿走东西时，其他人很难辨
别他的身份，失窃住户大多
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家被
偷了。

日前，田某已被检察机关
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居委会”赠送净水机
原来在打安装费的主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近日，芝罘区文
化西街很多居民楼楼道内贴
出通知，说“居委会”免费给居
民赠送净水机，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居民纳闷了，居委会
真要免费赠送净水机吗？

记者在芝罘区文化西街
附近看到了免费赠送净水机
的通知，上面说有厂家搞活
动，给居民赠送超滤净化水
机，通知上只留了联系电话，
没有公司地址，右下角落款
是“居委会”三个字。

不少居民去居委会咨
询，结果把居委会工作人员
问得一头雾水。“有人打电话
来问是不是有免费送净水机
的活动，我们都不知道是怎
么回事。”居委会工作人员
说，居委会根本就没有组织
过这个免费送净水机的活

动，通知也不是他们贴的。
记者通过通知上的电

话，联系到了免费送净水机
的厂家。工作人员说，免费赠
送给居民的净水机可以将自
来水净化成为直饮水，通过
过滤直接喝就可以了。工作
人员说，净水机由厂家提供
是免费的，但工作人员上门
安装要收取398元安装服务
费。净水机可以使用多长时
间呢？工作人员说，净水机使
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更换滤
芯，一个滤芯在20元到40元
不等，这个不免费。

文化西街所在的毓西居
委会工作人员说，居民大都
相信居委会，于是就有人打
着居委会的旗号搞活动，居
民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到居
委会进行核实，不要轻易上
当。

家家里里冰冰柜柜突突然然起起火火
厂家称冰柜本身没问题，正在协商赔偿问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倩倩) 近日，海阳高家镇后寨山
村一村民家的冰柜突然起火，幸好
被及时扑灭。该冰柜为小鸭品牌，村
民拨打了客服热线，厂家当天来到
村民家检查冰柜后称，冰柜本身没
有质量问题，可能是电线老化等引
起的，他们正与村民协商赔偿问题。

近日，海阳高家镇后寨山村一
村民家的冰柜突然起火。当天下午1

点多，60多岁的老王去山上干活，下
午3点左右回到家，准备收拾一下去
交电费，不料冰柜起火了，由于旁边
放了几个塑料盆，火一下子烧大了。
幸好当时老王家附近有不少村民，
大伙一起扑灭了火。最后，冰柜烧坏
了，老王房子的墙壁被熏得乌黑，屋
里没法住，需要重新装修才行。

老王说，这台小鸭的冰柜是从

高家镇一家小鸭专卖店买的，今年1

月买来后从未出现过问题。当天，老
王就拨打了小鸭的客服热线，将此
事反映给厂家。

接着，小鸭冰柜厂家的工作人员
来到老王家检查冰柜，并拍了许多图
片。厂家、当地经销商与老王商量了
赔偿问题，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老
王说，他希望厂家帮他装修好房屋，
恢复原样，并赔偿这台冰柜的钱。

2 5日，小鸭厂家一名王姓负
责人介绍，他们当天来到老王家，
检查了一下起火的冰柜，确定冰
柜本身不存在问题，起火可能与
电线老化等有关，加上冰柜周边
东西多，导致火大了。目前，双方
就赔偿数额问题尚未达成一致。
该负责人称，肯定会给老王赔偿，
具体数额还得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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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公安民警通过云南边防办理移交手续。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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