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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区区里里一一夜夜间间九九辆辆车车遭遭砸砸盗盗
路边一辆破三轮“透”线索，嫌犯当天就被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赵静
静） 3月10日早上，幸福河小
区的不少住户一觉醒来，发现
停放在小区里的9辆车都被砸
开玻璃，车内物品和电瓶被盗。
案发后，停在路边的一辆三轮
车内的一张借条，帮助民警在
当天下午就将夜间“砸车大盗”
抓获。

10日凌晨5点多，幸福河小
区的王先生起床后准备开车去
运货，远远看到一个人正在砸撬
自己的面包车玻璃。王先生快步
跑过去，对方听到动静拔腿就
跑。追了好一会儿没追上，王先
生在路边发现一辆盖着黑色网
兜的三轮车，于是马上报了警。

附近的立交桥派出所民警
赶到现场。“掀开黑色网兜一
看，好家伙，这是个藏赃物的移
动仓库啊！”立交桥派出所副所
长韩秀卫说，民警在里面发现9

个电瓶，还有一些水杯、剃须
刀、衣服、卫生纸等生活用品，
此外还有不少证件。回到派出

所，韩秀卫一一落实证件所有
者的身份，唯有其中一张写着
姓名和家庭住址的借条没有受
害人出来认领。

“这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
的借条？”民警们找到借条上所
说的地址，这家住户说，儿子邵
某此前曾被判过刑，没有固定
职业，春节前就离家再也没回
来。

韩秀卫判断，三轮车上放
着生活用品，邵某很可能一人
在外就住在一些小旅馆或网吧
中。经过排查，10日下午6点左
右，民警将正在一家网吧睡觉
的邵某抓获。

“他凌晨去偷完东西，回来
正在补觉。”韩秀卫说，邵某交
代，因为偷到的东西没弄回来，
自己口袋里只剩下20块钱，如
果民警没找到他，他还准备在
11日凌晨再干一把。

民警提醒车主，贵重物品
不要放在车内，不要将物品放
在显眼的位置，以免被犯罪嫌
疑人盯上。

商商贸贸城城突突然然要要收收物物业业费费，，业业户户不不买买账账
每天每平米1 . 3元，业户嫌贵；管理方：考虑了成本等因素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刘芃

成） 最近，烟大市场里康惠商
贸城的业户们一直在讨论物业
费的事。入住商贸城两年来，市
场管理方没收过物业费，今年
管理方突然提出收取每天每平
方米1 . 3元的物业费，业户们炸
开了锅，都嫌物业费太贵。目前
业户们还在观望，等康惠公司
的协调结果。

康惠商贸城2012年4月份
开业，为了吸引商家入驻，当时
康惠公司并没有收取业户们的
物业费。2015年，康惠公司通过

竞标将商贸城承包出去，市场
管理方提出收取物业费的建
议。

“每天每平方米1块3，这实
在太贵了。”3月10日上午，几十
名业户来到康惠公司的会议
室，反映物业费贵的问题。

业户杨女士的店铺是11平
方米，房租是每年8000元，如果
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她每个月
要交420元左右的物业费，一年
下来光物业费就是5200元左
右。另一名业户说，她的店铺有
40平方米，每年房租24000元，
可物业费要交18000多元，经营

成本增加70%。
“我们并不排斥收取物业

费，就是感觉高了点。”业户们
说。

据了解，起初康惠公司与
业户们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关
于物业费的具体规定，商贸城
开业以来，也没有收取过物业
费。今年3月16日，业户们要交
新一年的房租。目前业户们还
在持观望态度，他们希望康惠
公司协商出业户能接受的物业
收费价格。

康惠公司一名负责人介
绍，今年公司通过竞标把商贸

城承包了出去，商贸城管理方
收取物业费本身没有什么错，
至于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公司
会从中调解。

商贸城的管理方也在积极
协商物业费一事，一名工作人
员说，这个物业费价格在周围
并不算高，他们也是考虑了公
司的运营成本等因素。

对商贸城收取物业费的问
题，烟台市物价局的工作人员
说，没有相关的收费政策，政府
对此已经放开，具体收费标准
由双方来协商、制定并约定到
合同中。

三三岁岁娃娃烫烫伤伤，，交交警警开开道道送送医医
历时七分钟从机场路送达毓璜顶医院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张
茜 通讯员 王建） 3月11

日上午8点46分，正在机场路
与大东路交叉路口执勤的市
交警三大队民警，发现一辆
轿 车 在 路 口 北 面 路 东 急 刹
车。车主请求民警帮忙，尽快
送孩子去医院。原来，他们是

从栖霞来的，车上拉着一名3

岁大的儿童。因为看护不当，
孩子被开水大面积烫伤，栖
霞当地医院联系了市区毓璜
顶医院急诊，要求火速将孩
子送到毓璜顶医院救治，时
间紧迫不敢耽搁。

但此时正值市区早高峰
时段，尤其是地处市中心区

域的毓璜顶医院，周边道路
更是车满为患。执勤交警一
面通过对讲机向上级汇报情
况，一面向市区交警大队询
问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医
院的最佳路线。在警车的带
领下，送烫伤儿童的车辆沿
着通世路左拐进入市区，再
沿着毓璜顶西路急速赶往毓

璜顶医院急诊科。
警车将受伤儿童顺利送达

医院急诊科后，时间是8点53

分，从求助到送到医院仅仅用
了7分钟时间。交警又协助家长
将儿童送进三楼烫伤科急诊室
抢救后，才放心离去。孩子家长
感激不尽，多次向交警表示感
谢。

超超市市保保安安捡捡22665500元元现现金金原原地地等等失失主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3月8日，莱州市
一家超市的保安在超市门外
捡到一个装有2650元现金的钱
包，站在原地等了失主半小
时。找到失主后，保安还婉拒
了失主的酬谢。

8日上午9点多，莱州程郭
镇的村民王春雷到莱州一家
超市购物，刚付完钱走出超市
门口，他的钱包就突然掉落在
地。可这一切，他并没有察觉。
开车离开超市十多分钟后，他
摸了摸口袋，才发现装有2650

元现金的钱包不见了。
“你可算找来了，保安已

经站在原地等了半小时。”超
市工作人员告诉王春雷。上午

10点10分，王春雷见到了等待
失主的于平。

“谢谢你，大哥你叫什么
名？”“你不用问名字，找到钱
包就好。”“那怎么感谢你呢，
给你点钱去买两条烟吧？”“不
用，我还有事，你快走吧。”于
平以还在上班比较忙为由，婉
拒了王春雷的感谢金。随后，
王春雷通过超市工作人员才
打听到于平的姓名。

对一名普通的超市保安
来说，钱包里装的现金可能比
他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但他
并没有见利忘义。“做人就应
该实实在在，不能昧着良心做
事，把钱还给失主才能心安。”
于平在受访时说。

测运势诸事不顺

喝酒醉倒大街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孙婷婷 许

铧文 实习生 赵静静） 3月9日
晚12点，盛泉派出所的民警开车巡
逻至澳柯玛大街时，发现车站处躺
着一名男子，已经有些神智不清，
身上散发着浓重的酒气，而且穿得
比较单薄，浑身不住地打战。

经了解，赵某是因为通过手机
里的一款“算命”软件测了两次，看
到结果说自己2015年会“诸事不
顺”，又想到自己刚离婚，于是喝了
很多的酒，随后又独自去大街溜
达，后来酒劲上来，站立不稳倒在
地上。

醉后很任性

停车睡路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李德强 高广

阔） 3月11日上午8点30分，烟台
开发区交警巡逻至衡山路与珠江
路交叉路口东侧时，发现路边停
着一辆车，严重影响了交通通行。
交警走近一看，驾驶员正在车上
睡觉。

民警叫醒睡觉的驾驶员，要
求他将车开走，言谈中发现驾驶
员一身酒气，说话迷糊不清，民警
迅速对当事人做了酒精呼气测
试，随后将他带至开发区医院抽
血。经检测，这名驾驶员的血液酒
精含量为120mg/100ml。

不慎触碰开关

双腿被按摩椅夹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赵静 通讯

员 孙成飞） 因为按摩结束后不
慎触碰开关，3月10日晚，上海滩花
园一老人在家中被按摩椅夹住双
腿。烟台消防接到报警电话到达现
场将老人救出。

消防人员发现，一名60岁左右
的老人双脚被困在家中按摩椅的
缝隙中。考虑到被困者是老人，救
援人员一边言语安抚老人的情绪，
一边用撬棍尝试撬大缝隙，将老人
的腿抽出。

几次尝试后，发现方案不可行。
消防人员决定用液压剪破拆。经过
20分钟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
的腿部从按摩椅的缝隙中抽出。

空巢女子病情发作

再次爬上屋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赵静 通讯

员 孙成飞） 3月10日傍晚，莱山
一名精神异常的女子因病情发作
爬上瓦房，后被赶到的消防人员
救下。

莱山初家中队的消防人员赶
到现场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妇
女躺在瓦房的一侧斜面上。经询问
当地邻居了解到，这名女子离异多
年，前夫弃她不顾、女儿远在黑龙
江，现如今家里就剩她一个人。没
有家人陪在身边导致精神异常。她
曾多次爬至房顶都被邻居劝说下
来。但是这一次病情突然发作，已
经在上面两三个小时了。

整个行动用时20多分钟，最终
成功将她救下。

客运站员工帮六旬老人找到亲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于
淑娟） 3月10日，一位年过六
旬的老人在刚下船时便与一
起同行的女儿走散，环海路客
运站员工得知情况后，经过多
方联系，帮助老人顺利回家。

10日清晨，环海路客运站
的员工在码头巡视时发现一
位老人独自在码头徘徊。当时
码头气温低，现场工作人员就
先将老人送到候船厅内等候。

经了解，老人是跟小女儿
一起乘船来烟台的，下船的时

候不小心跟女儿走散，手机也
没电了。

候船厅服务人员一边帮
助老人给手机充电，一边安抚
老人的情绪。老人的手机开机
后，服务人员马上联系老人的
小女儿，没想到对方的手机也
关机了。

最终，客运站服务人员通
过老人手机内存有的电话号
码与老人在潍坊的大女儿取
得联系。说清原委后，大女儿
安排在烟台的亲戚赶到客运
站把老人接走。

○醉酒故事两则○

○救人故事两则○

犯罪嫌疑人10日凌晨砸破9辆车偷出来的电瓶和使
用的作案工具。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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