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群众众看看呆呆了了，，警警察察也也是是蛮蛮拼拼的的””
三辆警车闹市区围堵“仓库大盗”，最终逼停嫌疑人车辆将他抓获

为了三只鸡

村民与鸡贩动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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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韩延
刚) 13日下午，在芝罘区毓璜
顶西路附近，3辆警车联合围堵
一辆SUV的画面可谓惊心动
魄。原来，警察围堵的是一名多
次盗窃某单位仓库日用品的男
子。目前，男子被芝罘警方刑事
拘留。

13日下午1点多，在毓璜顶
西路附近，3辆警车与一辆现代
SUV车展开追逐战。三辆警车
走到路口时，不约而同地向现
代车靠近，分别从左右和后方

对现代车进行包抄，很快现代
车被警车逼停。“那场面简直是
惊心动魄，附近的群众都看呆
了，警察叔叔也是蛮拼的。”目
击者小李描述当时的场面时
说，警察下车后，从现代车里抓
出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这名
男子表情愕然。

记者从幸福派出所获悉，
现代车内的男子是一名盗窃嫌
疑人，从当天上午开始，派出所
民警一直暗中对该男子进行跟
踪，警车跟踪嫌疑人车辆到环
山路附近时，110指挥中心又指

派附近的毓西路派出所、向阳
街派出所警车进行配合，准备
在合适的时机逼停车辆对嫌疑
人进行抓捕。

幸福派出所民警介绍，嫌
疑人杨某是东北人，曾为幸福
一家日用品代理商打工，去年
辞职了。杨某手头没钱，就想起
自己手中还有一把仓库钥匙，
于是把车开进仓库，将面巾纸、
卫生纸、卫生巾等日用品装了
满满一车，然后低价卖给了自
己联系的老客户。杨某发觉自
己的行为并没有被人发觉，于

是干脆在仓库附近租了一间
房，专门存放偷窃的货物。杨某
接连盗窃20多次，仓库内的近
半货物被他偷走。

近日，被盗单位的老板感
觉仓库日用品的数量不对头，
一查竟少了五六万元的货物，
于是立即报警。幸福派出所民
警在调取监控后，锁定了嫌疑
人车辆，暗中对车辆进行跟踪，
并在其他派出所配合下成功将
嫌疑人抓获。

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芝罘警方刑事拘留。

为省35元过路费

轿车强行闯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华娟 解

绍阳 ) 为省35元过路费，竟强行
闯卡。13日上午，在烟台收费站，民
警拦停一辆强行闯卡的轿车，驾驶
员最终因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受到
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罚。

13日上午10时许，莱山大队民
警在烟台收费站执勤时，一辆悬挂
鲁Y牌照的轿车拒绝交纳过路费，
冲撞收费站档杆强行加速闯卡。见
此情景，民警将其拦停。

经初查，驾驶员杨某从蓬莱上
的高速，到烟台收费站下，过路费
是35元。杨某称，原本想采取跟紧
前面交费车辆的方式通过收费站，
以达到逃费通行的目的。

民警发现这辆车不仅涉嫌逃费
闯卡，而且非法使用活动牌架。在民
警的劝说教育下，驾驶员杨某全额
补交了通行费，对民警给予因不按
规定安装号牌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
罚表示没有异议。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冯恩至 ) 近

日，牟平的林先生家里丢了三只
鸡，他琢磨着被偷的鸡可能会被拿
到集市上去卖，就跑到集上蹲点，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自己的鸡，随后
与鸡贩子展开一场夺鸡大战。可是
鸡不会说话，到底是不是林先生的
难以断定。最后鸡贩子为了息事宁
人，主动将鸡给了林先生。

林先生说自己家的鸡脚上系
了红绳，他一眼就从一群鸡中认出
了自家的鸡。但是鸡贩子说，这是
他收购来的，鸡不能还。两人在集
市上吵了起来，林先生一时情急还
动手抢鸡，鸡贩子又把鸡抢了回
来。他俩这么一闹，弄得旁边的一
些鸡又飞又跳，乱成一锅粥，最后
只能报警解决。

系山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了解情
况后，也犯了难，这鸡不会说话，无
法指认主人。鸡到底算谁的，确实难
判定。最后，鸡贩子不愿把事情闹
大，把三只鸡给了林先生。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李大鹏) 济南市民徐
先生乘坐济南东到烟台的
K285次列车，行驶过程中从
上铺坠落，造成身体多处骨
折。16日，双方约定在烟台就
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徐先生称，去年1月6日他
在济南东站点乘坐开往烟台
的K285次列车，在距离烟台
火车站还有两小时左右的距
离时，他从上铺下来准备去卫
生间，当时感觉车身晃得厉
害，自己跌落在地上导致胸
骨、腰椎等处骨折。在烟台住
院期间共花费九万元左右，

“在后期索赔中，铁路部门称

补偿我医药费总额的百分之
二十，最终给了我三万元。”徐
先生说。但是烟台火车站工作
人员称，这三万元是他们借给
徐先生的钱。对此，徐先生予
以否认，称这笔钱是火车站自
愿给他的。

徐先生说，他找过济南铁
路局沟通，但被要求与烟台火
车站沟通。烟台火车站工作人
员称徐先生提出的索赔金额
过高，并且此事与烟台方面关
系不大，烟台火车站只是负责
协调处理，具体由K285次列
车青岛客运段北京车队方面
负责。徐先生称自己算上后期
的误工费、护理费，欲再索赔

20万元，但烟台火车站工作人
员称其索赔30万元。

记者联系到济南铁路局

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自

己从未听说此事，但是在火

车上出现这种意外，需要多

个部门协调解决。烟台火车

站工作人员说，他们建议徐

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

事，但遭到徐先生拒绝。徐先

生也承认自己确实拒绝了铁

路部门的提议。

据介绍，1月16日，徐先生
将与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在烟
台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青岛
客运段北京车队的工作人员
也将到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张英磊

刘楠) 11日早晨，一名小伙
穿女款上衣在开发区某公司女
工宿舍附近徘徊，保安发现后
果断报警。民警发现，这名小伙
身上竟携带了4部手机，其中一
部手机是从女工宿舍盗窃所
得。而这名小伙刚开始只是躲
到女工宿舍取暖，后来胆子越

来越大，最终因涉嫌盗窃被拘
留10日。

11日早晨5时许，古现派出
所辖区某电子厂保安偶然在监
控中发现，一名男子在女工宿
舍区外围墙附近徘徊，形迹可
疑，遂将其拦下带到保安室并
报警。民警发现，这名小伙身上
穿着一件女款短大衣，携带了
四部手机，有盗窃嫌疑。

经了解，盗窃嫌疑人翟某
今年22岁，山东聊城人，2012年
来烟务工，去年10月因嫌工作
枯燥劳累离职。翟某赚来的钱
很快花光了，变得居无定所。近
日，他突然想起自己原来的单
位对女职工宿舍管理疏忽，于
是用偷来的女装掩饰性别，每
天晚上偷偷翻越单位围墙进入
女工宿舍区取暖。

起初翟某只是捡取废品变
卖后购买食物果腹，但在女工
宿舍待的日子多了，他发现根
本没人留意他的性别身份，于
是胆子逐渐变大了，开始潜入
女工宿舍偷窃。

经查，翟某携带的一部手
机是从女工宿舍盗窃。目前，翟
某因涉嫌盗窃被开发区公安分
局拘留10日。

小小伙伙穿穿女女装装，，每每天天藏藏到到女女工工宿宿舍舍蹭蹭暖暖
后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拘留10日

火火车车卧卧铺铺摔摔下下受受伤伤，，男男子子欲欲索索赔赔2200万万
明天双方将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全福 晓

莉) 14日，市交警一大队民警对
辖区内的私设路桩、车位锁进行
了集中清理。民警称，擅自占用
停车泊位将罚款500元，希望私
设路桩的市民，尽早自行清理。

上午10点，环山路与上夼西
路路口附近，路口南侧施划的公
共停车位停满了车辆，而北侧却
空出一大片。原来，在北侧的公
共停车位上设立了一排路桩。

市交警一大队民警专门联
系了破拆机构，利用高温进行破
拆清理。“现在像这种固定车位
锁越来越多，给清理工作带来了
一定难度。”民警称，不管采用什
么方式，私设障碍都是占用公共
资源，一定会进行清理。

火星四溅的破拆过程吸引
了不少围观市民。一位市民说，

“看着这些桩子还以为是私人车
位，今天才知道是公共停车位。”
另一位市民对拆除路桩连连叫
好，“拆得好！现在停车这么困
难，还有人私占车位，以后得多
拆些这样的路桩。”

整个拆除过程持续了20分
钟左右，清理出的空地可容纳十

余辆车同时停放。对此，市交警
一大队民警说，市民最近对私设
路桩的问题反应比较强烈，他们
会加大巡逻和排查力度，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保证公共停车位真
正为大家所用。另外提醒广大市
民，擅自占用停车泊位违反了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
定，将被处以500元罚款，并责令
限期整改。希望私设路桩的市
民，尽早自行清理。

市交警一大队昨集中清理私设车位锁和路桩

擅擅自自占占停停车车泊泊位位将将被被罚罚款款550000元元

77岁老太街头迷路

民警帮她找到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于作阳) 14

日上午，77岁的王老太在烟台三中
附近四处打听回家的路，却记不清
家到底在哪里。西大街派出所民警
将老太接回派出所，经过两个小时
查询，终于帮老太找到了家。

14日上午8点20分，一名70多
岁的老太太在烟台三中站点四处
张望，逢人就问回家的路怎么走。
可当市民询问她的家在哪里时，她
却含糊其词，表达不清。好心市民
只好报警求助。

西大街派出所民警将老太接
到派出所，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份信
息，老人终于用威海方言说出了几
个名字。对比了三四十人的头像信
息后，民警看到电脑屏幕上的老人
头像与老太有些相似，当即让老人
自己对比。

“我怎么上电视了？”老人在电
脑上看到自己的身份照片，兴奋地
问起民警。此时，民警终于舒了一
口气。

上午10点50分，记者跟随派出
所民警李仁财来到文化市场，经过
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老太的家。

买汽车票时花1元钱可购
买一份保险，那么火车票里有
无保险？对此，铁路客户服务
中心的客服人员称火车票本身
并不含保险，如果乘客需要购
买，可以从商业保险公司买。乘
客在火车上出现意外，铁路部门
将进行赔偿，但具体情况具体处
理。

记者随后联系到烟台人寿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建议常出行的
乘客购买全年意外保险，一年300

元，可以赔付10万元。
本报记者 李大鹏

14日，市交警一大队对私设在环山路附近的路桩进行拆除。 通讯员 全福 摄

所购火车票不含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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