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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途中碰坏

卖家承担损失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杨湘莲） 近日，市民贾先
生在商场购买了一台电冰箱，送货
人员离开后，贾先生发现冰箱侧面
有一小坑，要求换货被拒。无奈向济
阳工商所投诉。

“购买冰箱时，我与商场负责人
约定次日送货上门。”贾先生说，由
于该商场的仓库距自己家较远，与
负责人选定运送的冰箱后就回家
了，并未当场查验商品。次日，该商
场送货人员将冰箱送到贾先生家并
离开后，他才仔细检查了冰箱，发现
冰箱底部和冰箱门以及冰箱侧面有
三处约鸡蛋大小的小坑。

“我当即与商场负责人联系，告
知实际情况，并要求换货。”贾先生
说，没想到商场方却以自己未当场
向送货人员指出冰箱缺陷，以及小
坑不影响冰箱性能正常使用为由拒
绝换货。

为此，贾先生多次与商场沟通
未果，无奈之下将该商场投诉至济
阳工商所，要求维权。

“我们要求商场方提供电冰
箱送货上门前完好无损的证据
时，商场始终无法为自己举证。”
济阳工商所相关负责人说，商场
承认贾先生购买的冰箱有可能是
在运输途中发生磕碰所致，并同
意为贾先生更换一台同品牌同型
号的冰箱。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张
健） 近日，为使济阳县城区交
通更加通畅，经过相关研究和
统计数据，交警部门将在济阳
县城区现有交通信号灯的基础
上，新增四处信号灯。

18日上午10时，记者首先
来到纬二路与经三路路口处，
人流和车流量都比较大，在移动
式的信号灯下，依然有很多电动
车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走。在
十字路口的绿化带上，有长宽约
一米多的信号灯杆基础坑，四周
拉起了警戒线非常显眼。

记者随机采访了路边的市
民，邝先生说：“这个路口车一
直比较多，路口南侧的小餐馆
比较多，路口有个大超市，最严
重的是实验幼儿园接送孩子的
车辆。”一到幼儿园放学的时
间，电动车、三轮车、汽车都蜂
拥而至，移动信号灯太小，有时
候就被忽略了。

18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开元
大街与汇鑫路的交叉口，此路口
与纬二路经三路的交叉口一样，
绿化带上也同样挖出了信号灯
杆的基础坑。正好遇上接孩子放
学的刘女士，刘女士说：“自己家
住盛世瑞城，每天要过马路好几
趟接送小孙女放学，过路口是她
最头疼的，开元大街路口车太

多，也希望能安装信号灯。”
“主要考虑到能让城区的

交通更加通畅。”济阳交警大队
城区中队孟队长说，纬二路经
三路交叉口的移动交通信号

灯，需要民警值班，每天早上六
点前移动到路中间，晚上九点
再移回去，晚上信号灯故障很
容易出现危险，考虑到在学校
附近，决定安装固定信号灯。

据了解，四处信号灯安装
位置为经三路与纬二路交叉
口、安康街与华阳路交叉口、永
安路与开元大街交叉口、汇鑫
路与开元大街交叉口。

经经三三纬纬二二路路口口将将增增设设信信号号灯灯
再增加四处信号灯，城区交通将更通畅

济阳交警一周

查处四起酒驾

本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李新
东 记者 张健） 12日下午，交警
大队一中队民警在曲白路执勤过程
中，先后查获驾驶三轮机动车的杜
某荣、刘某德。民警将两人带回中队
做 呼 气 酒 精 检 测 ，结 果 分 别 为
28 . 4mg/100ml、38 . 6mg/100ml。鉴于
两人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
人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并做出罚
款一千五百元的处罚。

13日14时20分，城区中队民警
在华阳路查获一辆车号为鲁AM×
852的小型普通客车，该车驾驶人甄
某明有酒驾嫌疑。民警将驾驶人带
回中队做呼气酒精检测，结果为
42 . 1mg/100mL。民警依法对驾驶人
甄某明开具强制措施凭证，做出驾
驶证记十二分、暂扣六个月并罚款
一千元的处罚。

3月17日23时许，回河中队民警
在县城纬一路查获一辆车牌号为鲁
AR011×号的小型普通客车，该车
驾驶人杨某有酒驾嫌疑。民警将驾
驶人带回中队进行呼气酒精检测，
结果为44 . 4mg/100mL。民警依法对
驾驶人杨某开具强制措施凭证，做
出驾驶证记十二分、暂扣六个月并
罚款一千元的处罚。

两车超员被查

本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李新
东 记者 张健） 16日10时18分
许，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在国道220

线巡查时，查获刘某国驾驶的鲁
APB×26号小型普通客车，经检查
该车核载9人，实载12人，超员20%以
上。民警把超员人员转运后，对驾驶
人做出罚款二百元驾驶证记六分的
处罚。

17日10时05分，城区中队民警
在国道220线190KM处执勤时发现
一辆鲁N12G34小型普通客车有超
员嫌疑，经核实，该车核载8人，实载
9人，超员未达20%。并且车辆存在未
保责任强制险，民警对超员人员转
运后依法对驾驶人做出罚款贰仟三
百元，驾驶证记六分的处罚。

假假称称大大宗宗购购物物，，偷偷走走44万万元元香香烟烟
监控锁定嫌疑车辆，民警跟踪抓获俩贼

近日，济阳县公安局
民警抓获两名流窜各地盗
窃香烟的犯罪嫌疑人。据
悉，两人平时游手好闲，经
常以单位发福利、办喜事
为由“购买”烟酒，并假意
指定地点让员工为其送货
上门，趁员工搬运时盗窃
名贵香烟。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石晓峰

送货员工搬货

男子偷走香烟

1月23日15时许，济阳县经
一路某烟酒门市部店主到城区
派出所报案称，当天下午在美
凯龙小区内，自己的香烟被一
名中年男子偷走，涉案价值
4000余元。接到报警后，城区派
出所和刑警三中队民警迅速展
开调查。

根据被害人描述，当天下
午，犯罪嫌疑人到本店预订烟
酒糖茶，要求送货至美凯龙小
区，货到付款，并按照嫌疑人的
指示搬至5楼。“而嫌疑人却趁
员工搬运酒水的工夫，将送货
车上的几条名贵香烟提走了，
等员工下来时嫌疑人早已消失
不见。”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办案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周
边的众多监控录像，发现此人
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嫌疑
人头戴一顶黑帽子，在美凯龙
小区出来后乘坐一辆出租车离
去，到达一地方后又转乘另一
出租车，以此避开警方的视
线。”刑警三中队副中队长徐建
军说，嫌疑人在逃离时还实施
了戴口罩、戴上眼镜、换衣服等
伪装行为。

“为尽快锁定嫌疑人和作
案车辆，我们仅察看监控就花
费三天时间。”城区派出所所长
艾金星说，围绕案发地调出周
围监控，一点点筛选，发现犯罪
嫌疑人有两名，一名负责打出

租车进行接应，一名负责与店
主谈判，并在送货时趁机偷走
香烟。

民警又从出租车入手，一
辆一辆排查，根据嫌疑人乘坐
的出租车司机回忆，刻画出了
嫌疑人逃跑路线和最后到达地
点。徐建军称，两名犯罪嫌疑人
为隐藏逃跑路线，将作案车辆
隐藏在医院等停放车辆比较多
的场所，再打出租车进行踩点
作案。“每天医院内出入的车辆
那么多，我们又逐辆进行排查，
最终锁定一红色雪佛兰轿车，
并围绕该车辆开展调查，进行
布控。”

民警跟踪3小时

抓获两名嫌疑人

2月6日下午，民警通过监
控发现嫌疑车辆再次进入济阳
县城。“我们通过监控天网对这
辆车进行视频跟踪，抓捕民警
分成3组对该车辆进行搜索堵
截，寻找最佳抓捕时机。”办案
民警说。

“刚开始，犯罪嫌疑人可能
为了防止有车辆跟踪，便在县
城内转圈。我们3组则交叉进行
跟踪，尽量使犯罪嫌疑人打消
疑虑。”徐建军说，3小时过后，
犯罪嫌疑人逐渐放松警惕，并
准备沿国道220线逃离县城。

为顺利安全地抓捕犯罪嫌
疑人，刑警三中队中队长崔秀伟
联系路面执勤交警，提前在国道
220线设卡例行检查车辆，进行
堵截。抓捕组马上向嫌疑车辆行
驶方向合拢，在后面悄悄跟踪，
等待时机。“当嫌疑车辆行驶到
回河路口正好遇到红灯，三路民
警迅速夹击，将车上两名犯罪嫌
疑人成功抓捕。”徐建军说。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庞某和
潘某两人原为工友关系，平时游
手好闲、好逸恶劳。两人经常以
单位发福利、办喜事为由“购买”
烟酒，并随便找个地点让工人为
其送货上门，趁工人搬运时顺走
价值比较大的香烟，再乘坐前来
接应的出租车离开。

据民警审讯，庞某和潘某
对今年一月份以来多次在济

阳、历城、天桥、平阴和长清盗
窃香烟的9起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涉案总价值近4万元。

民警提醒>>

送大宗货物时

商家多派员工

“这是我们所接触的比较
新颖的作案手法。”崔秀伟说，
嫌疑人在与店主洽谈业务时，
店主往往都会同意送货上门，
不会要求嫌疑人先交定金，而
是待送完货后再收钱。

送货时，员工只顾着按照
买家的要求搬运货物，一点防
范意识都没有。“加之往常并没
有出现搬运货物过程中丢失现
象，更使得员工放松警惕，而犯
罪嫌疑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顺
走香烟。”徐建军说。

为此，民警提醒各个商家，
遇到陌生人购买大宗礼品时，
可以要求先付货款或交部分定
金，在送货时要有多名员工，搬
运和看管货物明确分工，避免
发生搬运过程丢失现象。

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基础坑。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犯罪嫌疑人在指认现场。 刑警三中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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