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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金金不不昧昧，，咱咱给给他他们们点点个个赞赞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马
彩红) 20日下午2点，顺丰快
递仓管员于红光在福山营业
部装卸货物时，捡到一个装有
5000元现金的钱包，最后多方
联系还给了失主。失主刘先生
将此事发到网上，获得许多网
友点赞。

20日下午2点，顺丰快递
仓管员于红光在福山营业部
装卸快件时，在货车上看到一
个棕色钱包，打开一看，里面
厚厚一沓百元现金，还有其他
证件。于红光猜想失主可能是
顺丰工作人员，因为货车上只
有分拣员等人才能进入。

随后，于红光通过货车司
机找到了顺丰快递黄务中转
站，进而联系上了失主刘先
生。原来，今年42岁的刘先生

也是顺丰快递的一名员工，在
黄务中转站做货物分拣的工
作，当天下午他把钱包装在口
袋里，分拣货物时不慎掉在了
车上，“丢的那5000元是我准
备用来还贷款的，当天出门时
我就把它揣在上衣口袋里，怎
么也没想到掉在了货车里。”

当天下午3点左右，刘先
生从于红光手里接过了钱包。
刘先生多次要酬谢于红光，都
被婉言拒绝了。之后，刘先生
把这件事发到网上，许多网友
都给拾金不昧的于红光点赞。

据了解，今年28岁的于红
光老家在威海，在顺丰快递福
山中转站工作一年多了。于红
光谈吐爽快，他坚称，不是自
己的东西不能要，里面这么多
钱，失主肯定很着急，当时就
想着赶紧找到失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 牟平区的孙女士60多岁了，
去年她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一家合作
社存了5000元，说是利息比银行存款
要高。最近快到期了，孙女士准备把
钱取出来，可是发现原来的门头房已
经搬空了，当时给她办理存款业务的
人也不见了。

孙女士说，存钱时她到这个合作
社去过，办公地点在一个门市房里，
工作人员说，他们就是把大家的钱集
中到一起去做生意，挣了钱再给大家
分成，孙女士存了5000元，工作人员
还给她出具了一个存单，上面盖了
章。可是现在一年存期快到了，孙女
士准备去合作社取钱时，发现门市房
已经搬空了，她找自己的亲戚，亲戚
也傻了眼。

孙女士说，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
办，就报了警。记者从系山边防派出
所了解到，孙女士所说的合作社可能
涉嫌非法集资，现在已经交由经侦部
门处理此案。

老太受高息诱惑

5000元打了水漂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刘萍萍) 21日上
午，栖霞一名11岁女孩不慎将拇指卡
在塑料凳空隙里，消防官兵巧用洗手
液，帮女孩拔出手指。

21日上午10时08分，烟台栖霞
市公安消防大队文化路中队接到一
妇女报警：她11岁的女儿因贪玩，手
指被塑料凳孔卡住了。消防官兵考
虑到被救者年龄较小，如果贸然使
用无齿锯等大型工具进行破拆，一
旦塑料凳受力不均发生形变，很可
能会对小女孩的手指造成更严重的
二次伤害。值班班长急中生智，要来
洗手液淋到女孩被卡手指处，左右
活动手指，仅用一分钟时间，女孩手
指被顺利取出。

女孩手指被卡住

救援巧用洗手液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张晶) 本报19日报道了龙海家园A

区一住户家的供暖难题。对此，幸福
回迁建设指挥部回应，周围邻居不供
热可能影响住户家热水循环，热力公
司将于24日再次入户做全面检查。

19日本报报道了龙海家园一业
主供暖难题，住户小胡一直期盼着回
家能摸到烫手的暖气片，但供热过去
一个多月了，小胡一直没有感受到
2000多元买来的热度。

记者联系龙海家园物业烟台华
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王先生说，物业多次去业主家中查看
暖气设施，“过滤网中清理出石块等
杂物，不能排除管网被堵，不是特别
好修。”王先生说，因为龙海家园的供
热设施尚未移交给热力公司，因此具
体问题还需要咨询建设指挥部。

随后，记者又联系幸福回迁建设
指挥部，工作人员说，下午派人过去
查看过，因为业主所在一楼，旁边邻
居和楼上邻居都没有供暖，家中不热
可能与热水循环不到有关，具体问题
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22日下午，小胡告诉记者，热力
公司将在24日入户再次做全面检查。
按供热规定，新建小区经至少两个采
暖期后，建设单位才可以向供热单位
移交供热设备。因此，现在的供热设
备产权仍属建设指挥部，但是由于供
热是由500负责，因此500幸福班组工
作人员将再次“问诊”小胡家供热难
题。

热力公司明天

入户全面检查

好心人2

地上散落着一堆百元大钞，他们没动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梁女士是芝罘区
幸福河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
名医生，16日上午，她和同事
在卫生站门前捡到29张百元
大钞，这些钱散落在雪地上，
因为一时找不到失主，就把钱

交到了派出所。
16日上午下了大雪，梁女

士和同事在卫生站门前扫雪，
看到很多百元大钞散落在雪
地上。她们捡钱时，旁边一家
店铺的老板又送过来两张钞
票，说是在他门口捡到的，一

起交给梁女士，让她找找失
主。梁女士说，她和同事把捡
到的钱数了数，是2700元，再
加上旁边店铺老板送来的200

元，共2900元。梁女士说，卫生
站旁边有一家银行，估计有人
取钱后掉到了地上，晚上风大

把钱吹走了，他自己没有发
现。

梁女士说，当天她跟同事
在门外等了很久，也没看到有
人回来找钱，这几天也没人来
打听这事，就把钱交到了派出
所，希望民警帮忙找到失主。

好心人3

市民捡钱包，民警接力寻失主半个月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罗嘉
明) 市民在垃圾箱里捡到钱
包，烟台港公安局客运派出所
民警接力寻找失主半个月，终
于找到了失主。

12月5日12时许，一位市民

拿着一个黑色女式钱包来到
烟台港公安局客运派出所，说
钱包是刚从客运辖区外垃圾
箱里捡到的，里面有驾驶证、
多张银行卡、单据、发票。

失主王女士身份信息登
记地址是蓬莱市某地，民警电

话联系其户籍派出所得知，王
女士长年在外工作，不掌握她
的联系方式。民警又从网上登
记信息逐条查找，终于在驾驶
证登记信息里查找到她于今
年4月登记的一个手机号码，
但遗憾的是手机长时间处于

关机状态。
为尽可能挽回群众损失，

民警实行爱心接力，每天早晚
各拨打一次王女士的电话，就
这样直到12月20日，电话终于
打通了。拿着失而复得的钱包，
王女士十分激动，连连感谢。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梁
奉磊) 今年8月以来，开发区
多家大型超市的衣物总是莫
名其妙地减少。12月中旬，开
发区金桥派出所抓获两名嫌
疑人，二人利用磁铁吸掉衣
物上的磁扣，直接将衣服穿
在身上大摇大摆地走出超
市。

16日，小伙陈某和胡某来
到开发区某大型超市，在衣服
区，陈某拿着一件外套和一件
衬衣走进试衣间，走出试衣间
时，两件衣服莫名其妙“消失”
了。原来，陈某将衣服穿在了
身上，将自己的外套穿在了新
衣服外面。二人的偷窃伎俩没
有瞒过超市工作人员，就在二
人大摇大摆走过收款台时，被
超市人员当场拦住。

金桥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又在二人的口袋里搜出眼
霜、防晒霜等女士化妆品。随
后，民警在二人住处发现多件
新衣服及化妆品、食品。

25岁的陈某介绍，他和胡
某是同一公司的工友，由于每
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感觉钱
不够花，便想办法“省点钱”。
陈某想起到超市偷东西，还特
意购买了磁铁，用于打开物品
上面的磁扣。

今年8月以来，二人先后
在开发区家家悦、美特好、欧
尚、振华等大型超市进行盗
窃，偷窃物品有衣物、被罩，还
有女士化妆品和食物等。“衣
服大多是自己穿的，食物也是
自己吃，而化妆品大多送给了
女朋友。”陈某说。

民警介绍，陈某共在超市
盗窃16起，胡某盗窃8起，二人
所偷物品价值共4000余元。目
前，二人均因盗窃被警方刑拘。

大型超市盗窃案多发，作
案人员往往选择监控死角下
手。据了解，金桥派出所社区
民警王小芃协调一超市安装
10个广角镜，破获顾客盗窃商
品和员工职务侵占案件12起，
为超市减少损失几千元。

用用磁磁铁铁吸吸掉掉衣衣服服磁磁扣扣
穿穿身身上上就就往往超超市市外外走走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姜
波 姜卫东 ) “这辆出租车
看见警车后，从直行车道上直
接右拐开进了小区。”22日上
午8时许，市交警四大队民警
在迎春大街巡逻时查获一辆
克隆出租车。

驾驶员王某称，车是1 1

月份从网上花 2万元买的。
经 查 ，车 上 悬 挂 的 鲁
YT 1 6 1 5号牌也是伪造的。
最终，王某因涉嫌使用伪造
的 机 动 车 号 牌 面 临 罚 款
2 0 0 0元和行政拘留 1 5天以
下的处罚。

看看见见交交警警，，““出出租租车车””拐拐进进小小区区

好心人1

卸货时捡来5000元

快递小哥物归原主

于红光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受访者供图

克隆出租车的号牌也是伪造的。 通讯员供图

《供暖一个多月了，
暖气一直不热》追踪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