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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溜进进多多小小区区偷偷电电瓶瓶的的贼贼抓抓住住了了
是两个18岁的无业男子，刚从五环小区作案出来就被警方抓获

本报泰安12月15日讯(记
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王艳
鹏 蒋艳敏 ) 12月8日本报
C07版《凌晨小区进贼偷走好
多电瓶》报道了12月6日凌晨，
高铁新区廉租房小区、南黄小
区及马湾小区等地，多家住户
电瓶车上的电瓶被盗的案件。
14日凌晨4点岱岳公安将两名
嫌疑人抓获，并查获两人刚刚
偷来的16个电瓶，15日警方在
五环小区举办退赃活动。

6日，高铁站附近几个小
区连续有居民报警称电动车
电瓶被盗。受害者的遭遇都差
不多，有锁电瓶的都是被剪断
锁后偷走。岱岳区公安分局民
警调查发现，每个被盗小区都
有二三十家被盗的，怀疑是同
一个团伙所为，就并案调查。

经过调取大量小区里和
道路上的监控，确定这几起案
件是同一个团伙，一辆红色三
轮车非常可疑，应该就是作案
的交通工具。根据监控确定嫌
疑车辆的大体路线后，警方开
始在重点路段派人蹲守。

14日凌晨4点左右，岱岳
刑警满庄中队的蹲守民警在
新灵山大街发现这辆可疑三
轮车，立即上前拦截。三轮车
驾驶员看到警察后疯狂逃窜，
警车强行将他逼停。三轮车的

前玻璃被撞碎，警车的一个后
视镜也碰掉了。

两名嫌疑人当场落网，两
辆三轮车里有16个电瓶，16箱
酒，一些玩具和一把断线钳，
都是他们当晚刚在五环小区
偷的。两人只有18岁左右，无
业人员。他们交待四起案子，
高铁新区附近几个小区被盗

也是他们作案。涉案总金额7

万余元。
岱岳刑警满庄中队民警姚

广胜说，两人先在小区偷电动
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再把偷
来的电瓶和物品用偷来的车拉
走。前三次作案的物品已经销
赃，警方正在全力追赃，而五环
小区的被盗物品先退给居民。

16日下午，在五环小区门
口，十几位受害者赶来认领自
己的被盗物品，有的市民直接
推来了电动车，电瓶上打的码
和身份证对上，做完登记后，
就把电瓶装回车上骑走了。一
位市民说，没想到破案这么
快，警方通知他来领电瓶时他
还没发现被盗了。

本报泰安12月15日讯(记者 王
世腾 通讯员 吴光利) 12日晚上
10点，天宝派出所民警巡逻时，发现
一辆摩托车停靠在路边，民警通过
平台找到失主村委，最后联系到失
主的家人将摩托车归还。

12日晚上10点，天宝派出所民
警巡逻到辖区大棚蔬菜基地的时
候，发现一辆宗申牌摩托车停靠在
野外的路边，巡逻民警遂下车查看，
周围没有任何可疑人员，也没有居
住群众。经过查看，该车挂有车牌，
车牌号为鲁JTN**8，民警随后通过
公安内部平台查看得知该车注册车
主为西羊舍村王某。通过村委要到
王某的电话号码后，民警一直打电
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通过村委得
知，王某有精神病史。

民警随后通过村委联系到其家
人将摩托车推回家，从家人口中得
知，王某骑着摩托车晚上出来后一
直没有回家，家人也在着急的寻找
他。了解这种情况后民警联合村委
班子人员及部分群众一块帮助寻找
王某，经过民警等人三个多小时的
寻找，最后在距离该摩托车5公里之
外的树林中将王某找到。

本报泰安12月15日讯(记
者 白雪) 本报正在举办“捐
本旧挂历，献出一片爱”活动，
盲童需要旧挂历纸做盲文纸
使用。15日一早，家住生资小

区一位70岁姓魏的女士送来
近七百页裁好的挂历纸。她
说，希望能帮到盲童。

15日上午9点，一70岁的老
年人拎着一摞挂历纸，气喘吁

吁来到本报编辑部。她说，“家
里的10多本挂历，我昨天在家
按照26cm长和21 . 5cm宽裁了
一整天，我仔细数了一下一共
是679张，这是家里所有的挂
历了。”

这位老年人姓魏，她不愿
透露姓名。她说，“我就是顺道
帮帮忙，希望能帮到盲童。”

15日下午5点10分，今年83

岁的老人王伯林，坐着公交车
从岱道庵路到达本报编辑部，
他提着厚厚一摞挂历，有10多
份。

他说，前两天感冒了，老
伴怕送得晚活动结束了，他身
体刚好一些就马上来送了。王
柏林曾在卫生部门工作，是一
名残疾军人。他说，“做这些都
是应该的，能帮到孩子心里就
高兴。”

在15日下午，本报小记者
刘于俊楠的爸爸，把2000多页
厚实的宣传单页送到本报编
辑部。刘于俊楠的爸爸在电信

公司工作，有很多过期的宣传
单页，“我们先送来一部分，不
知道能不能用。现在知道符合
要求，抽时间会再带过来一
些，希望给盲童多提供一些练
习纸用。”

如果你家里有存留的旧
挂历，不妨捐献给这些渴望学
习的盲童们，不仅给孩子们提
供了学习用纸，也让旧挂历发
挥了更大的价值。

如果有爱心企业愿意为
盲童购买盲文纸或者捐赠过
期的宣传册，都可以与本报联
系。

您可以把捐赠的旧挂历
等送到本报编辑部，活动将持
续到本周三，本周四本报将把
所有捐赠的挂历纸送往盲校。

本报编辑部地址 :望岳东
路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办公室。(周一到周三，上午9点
到下午5点正常上班)

活动咨询电话 : 6982106；
18653881019。

本报泰安12月15日讯(记
者 王世腾) 15日，互联网、
电话及手机APP可订购2015年
2月12日火车票，本周是春运
火车票的“秒杀季”，泰山火车
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泰城几
所高校集中放假时间集中在1

月22日至28日，这几日泰安到
烟台、青岛、菏泽、日照已无
票，许多大学生只得买全价区
间的车票，目前车站还未出现
农民工团体订票，预订农民工
团体票拿着单位证明后，可到
车站9号窗口办理。

1 5日，在泰山火车站售
票大厅里，前来买票的人挤

在5号6号窗口。“现在互联网
和电话比窗口预售期早2天，
许多人都是从网上订票。”泰
山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按
照以往惯例，按火车票 6 0天
预售期来计算，本周内可开
始 购 买 春 节 前 一 周 的 火 车
票。根据预计，春节前一周出
行人数最多，即铁路客流高
峰将出现在 2 0 1 5年 2月 1 2日
(小年)至2月18日(除夕)之间，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预计将
达到峰值，腊月二十九和除
夕当日长途出行旅客大幅减
少，短途旅客增多，除夕当日
客流开始回落。其中，12月17

日将迎来春运网上抢票的最
高峰，情人节当天火车票将
最难抢。

“现在学生票都订得差不
多了，四个方向的车次已经没
座。”工作人员说，泰城几所高
校放假时间集中在明年1月22

日至28日，这几日内，泰安到
烟台、青岛、菏泽、日照方向的
火车票已全部售完。“许多大
学生为了买到票，没有用学生
证买票而是全价票购买。”工
作人员说，大学生们购买打折
车票需在乘车区间内，超区间
的车票，车站无法发售。但在
网上泰安到徐州的票显示无

票，但是济南到徐州的却有
票，学生为了能买票回家，没
办法只能全价购买济南到徐
州的车票。

学生票售卖已完成，但是
车站却没迎来农民工团体订
票。“车站9号窗口专门受理农
民工订票，目前还未接到一次
农民工团体订票。”工作人员
说，因为预售期调整后，许多
农民工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可
售卖春节前一周的火车票。办
理团体订票时，农民工们需携
带单位开具的证明，到车站9

号窗口办理。

为进一步提升驻泰高校大学生
思想道德素质和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推动各高等院校无偿献血工作
的顺利开展，泰安市卫生局、市中心
血站专门邀请本市各高等院校代
表，在泰安煤炭疗养院召开了“2014

年度驻泰高校无偿献血工作座谈
会”。

会议由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武峰
主持，泰安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倪庆宾市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
讲话，各高等院校的分管领导、团委
书记和学生会主席，以及市中心血
站领导班子成员以及相关科室主
任，出席了本次座谈会。

会上，市中心血站站长、党支部
书记周林向各位与会代表就2014年
度泰安市无偿献血工作开展情况做
了汇报发言。周林站长着重介绍了
血站在加强高校无偿献血宣传发动
工作方面所做的工作。随后，各院校
与领导和学生代表畅所欲言，分别
介绍了各院校无偿献血工作的开展
情况，并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与血站
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各高校
领导对于近年来市中心血站针对高
等院校开展的无偿献血宣传、服务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市卫生
局副局长倪庆斌在讲话中指出，高
等院校师生一直以来都是我市无偿
献血的先行者和主力军，也是固定
献血者的中坚力量，为我市无偿献
血事业的持续发展，为确保全市临
床用血、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希
望血站应当进一步高度重视各院校
领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抓好落实，
有的放矢地做好高校无偿献血的组
织发动工作，同时不断加大面向在
校大学生的服务工作，积极树立在
献血中大学生的先进典型，通过这
些方式让大家对无偿献血工作有新
的、更高的认识，继续推动市无偿献
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春春运运火火车车票票进进入入““秒秒杀杀季季””
泰山站到烟台、青岛、菏泽、日照四方向学生票已售完

一位七旬老人送来近七百张盲文作业纸———

““忙忙一一整整天天，，我我给给孩孩子子们们裁裁好好了了””

民警“捡”摩托
找到患病失主

驻泰高校
无偿献血座谈

丢电瓶的市民来认领电瓶。本报记者 邢志彬 摄

83岁的王伯林老人来给盲童捐赠挂历。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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