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1155元元餐餐费费，，他他拿拿出出一一部部手手机机抵抵顶顶
手机通讯录中有“老公”，暴露是他偷来的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张通 ) 船员于
某去饭店没钱结账，用一部女士
手机抵账。饭店老板怀疑手机有
问题报了警。民警打开手机欲联
系于某家属，发现手机通讯录中
有“老公”，拨通得知这是一部失
窃的手机，于某被行政拘留1 5
天。

25日下午，一中年男子到荣
成桃园街道办一火锅店吃饭，他
点了一盘凉拌豆皮、一碗米饭和
一杯白酒，共计消费15元。酒足
饭饱后，男子称身上没钱，提议
用随身携带的手机抵账。饭店老
板一看是一部女士手机，不敢
收，就报了警。

看到饭店老板报警，男子索

性躺在地上不起来。桃园边防派
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男子躺睡在
店内，酒气熏天。民警尝试叫醒
男子，但叫了约10分钟仍未醒。
民警在他身上找到那部手机欲
联系家人，却发现那是一部女士
手机且已关机。

打开手机，民警翻看通讯
录发现“老公”的联系方式，拨

通电话，接电话的是王先生，王
先生称，妻子的手机于两天前
被盗，这个号正是妻子的手机
号。

民警将醉酒男子带回派出
所，同时通知王先生赶来。王先
生一眼认出醉酒男子，当场指认
他就是偷手机的贼。原来，王先
生在桃园经营一商店。4月22日

下午，这个男子去买烟，顺手偷
走了放在柜台上的手机。王先生
调取监控，看清了小偷的体貌特
征。

被指认后，醉酒男向王先生
道歉并请求原谅。醉酒男子姓
于，在荣成干船员，近期手头紧，
萌生盗窃念头。于某被行政拘留
15天。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于洋) 女子吴某
租车后，伪造所有人信息，拆卸
行车定位系统，将车辆抵押变
现，如此卖掉25辆车。环翠警方
抓获吴某并将25辆车追回。

2014年12月，市区某租车
行老板徐女士报警，称租出去
的车被变卖。徐女士于2014年7
月将3辆轿车以每月7000元租
给年轻女子吴某。期间，吴某一
直正常交租金。2014年年底，吴
某停交租金，徐女士通过手机
联系吴某，没有应答。租车行工
作人员试图通过车载定位系统
寻找，发现系统已被拆卸。

2014年年底，民警连续接几
家租车行报警，均称出租的车被
骗。环翠公安分局城里派出所民
警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锁定
吴某，通过家人做吴某的思想工
作。3月11日，吴某主动投案。

据介绍，吴某采用租车骗
抵押款方式，骗得25辆车，有些

是租车行的，有些是个人的。吴
某租车后，伪造个人所有的行

驶证并将车抵押借款。4月2 4
日，民警将追回的25辆车辆全

部返还车主，吴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

年年轻轻女女子子骗骗租租2255辆辆车车抵抵押押借借款款
已被警方全部追回，她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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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祝浩然 ) 4月份以

来，望岛一带发生多起草厦子被
盗案，日前，小偷被抓获。记者走
访发现，草厦子不安装防盗网甚
至不关窗，给小偷可乘之机。

4月上旬以来，望岛一带几
个居民小区发生多起草厦子被
盗案，有的草厦子被连盗窃两
次、三次。崂山路派出所民警调
阅监控，确认小偷为一男青年，
作案时间在凌晨1点到3点。派
出 所 加 大 对 居 民 区 的 夜 间 巡
逻，23日凌晨3时许，一可疑男
子出现，一市民报警，民警赶到

后，男青年不知去向，民警在周
边搜查至 5 时许，男青年被抓
获。

男青年张某无业，22岁。近
期，张某与家人闹别扭，离家出
走至望岛一带。夜间，张某进入
居民小区，发现没装防盗网的草
厦子就去拉，若窗户没关或能拉
开，他就钻窗进草厦子行窃。张
某交代盗窃6起。望岛F区一草厦
子里，张某接连三次进入盗窃，
第一次盗得20多斤旧书旧报，卖
了8元钱。隔几天后，张某发现窗
户还能拉开，又钻进去偷了一袋
大米，卖了28元钱。22日夜间，张

某第三次来到这个草厦子，依然
能拉开窗户，又偷了四根钢管。27
日上午，民警发现这个草厦子的
窗户锁仍没更换，随手一拉，还
能拉开。

张某盗窃赃物案值不大，但
多次盗窃，涉嫌盗窃罪，被环翠
警方刑事拘留。

记者在事发小区走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草厦子均是半地下
式，草厦子均有能容人钻入的窗
户，仅少数居民安了防盗网，有
的甚至不关窗，很多居民认为草
厦子里没贵重物品，疏于防范，
给了小偷可乘之机。

偷偷望望岛岛草草厦厦子子的的小小偷偷抓抓住住啦啦
一个草厦子，他连去了三次；小偷虽可恶，居民不上心也纵容了他

放了一挂鞭 被罚五百元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邓斌 ) 近期，
孙家疃边防派出所针对违规燃
放烟花爆竹加大查处力度，先
后有两人因燃放烟花爆竹被罚
款，5起违规燃放行为被阻止。

天气转暖，开业、结婚、乔
迁活动增多，许多人图喜庆燃
放烟花爆竹，带来噪音、污染、
危险等后果，且孙家疃镇紧邻
山林，易引发山火。

16日11时许，孙家疃镇远
遥村，一洗车店开业，店主燃放
鞭炮被罚款500元。18日中午，

孙家疃镇山海城小区，一男青
年结婚，其父为庆贺在小区内
燃放鞭炮也被罚款500元。近一
周时间里，孙家疃边防派出所
通过巡逻发现、市民举报，先后
阻止5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

根据《市区烟花爆竹燃放
管理规定》，环翠区、高区、经区
各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和孙家
疃镇所辖区域为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区域，除规定时间、地点，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否则处1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陈雷 ) 借着酒劲
儿，中年男子汤某带编织袋先后
两次到他人的种植田偷红豆杉树
苗。涉嫌盗窃罪，汤某已被刑拘。

20日，荣成大疃镇某村一村
民发现自家种的红豆杉被盗154
棵，价值3000余元。荣成刑警调取
村中监控查看，录像显示，17日21
时许，一年约40岁的中年男子先
后两次携带编织袋到受害人的种
植田盗窃树苗。离开时，中年男子
向该村步行，疑似本村村民。

民警走访得知中年男子为本
村村民汤某。当天15时许，民警在
汤某家中将其抓获，汤某供认不
讳。汤某称，当天喝了两顿酒，一
时酒劲儿起就去偷红豆杉。酒醒
后，他觉得偷来的红豆杉没用处，
就送给了他人。

酒酣夜盗红豆杉

酒醒后白送别人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王明军) 24日21
时许，威海至汉口的K1066次列
车上，一乘客持美元前往餐车
消费，餐车工作人员怀疑是假
币而报警，引起一场误会。

24日21时许，威海至汉口
的K1066次列车上，一男青年
持美元到餐车购买食品，工作
人员称不收外币，男子却称自
己没钱了，只能花美元。工作
人员怀疑是假币，报警请乘警
验证。

乘警了解，乘客姓张，29

岁，在赞比亚从事采矿工作，前
不久回国探亲，现假期结束，从
老家乘火车转飞机回赞比亚。
赞比亚仅流通美元和赞比亚
币，张某回国后兑换的人民币
已经花完，便拿出一张面值5美
元的纸币给餐车工作人员。

经查，张某身上仅有18元
人民币，其余都是外币。为验证
美元的真假，乘警寻找有经验
的人共同鉴定，最后一致认为
是真美元。鉴于张没有现金人
民币，工作人员最终同意他用
外币购买食品。

火车上花美元 被当成骗子

接连被盗的草厦子，还能被拉开。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25辆被抵押车全部追回。

情侣分了手

钱该还就得还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于向华 李涛) 还
是情侣时，女子周某为男子李某办
信用贷款，垫付17539 . 56元。两人
分手后，周某要求李某返还贷款。
日前，文登法院审结该案，李某必
须返还周某的垫付款。

女子周某和男子李某本是一
对情侣，2013年9月29日，周某与某
公司签订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
议，借贷3万元，还款期为24个月，
每月还款1948 . 84元。9月30日，周
某通过自动取款机将3万元转账给
男友李某。

2013年10月30日至2014年8月
30日，周某偿还9期贷款、17539 . 56
元。之后，两人分手了，周某要求李
某返还贷款。法院支持了这一诉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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