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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安装GPS

锁定三个小偷

本报日照4月29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姚杉 石玉娇）
杨某、董某、王某三人盗窃摩托车，
却不知摩托车主在车上安装了GPS

定位器，摩托车被盗一天后，三人就
被警方擒获。近日，东港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利用高科技侦破的盗窃
案，三嫌犯都获刑。

2014年12月8日23时许，杨某和
董某二人来到日照市东港区某小区
1号楼1单元楼下，将杨先生停放在
楼下的一辆二轮摩托车盗走。但盗
贼没有想到车主杨先生给自己的摩
托车装上了GPS定位器。

次日 2 1时许，董某和王某前
往青岛市城阳区销赃，途经胶南
市黄山镇时，警方根据定位器提
供的信息将二人的位置锁定，随
后在一宾馆将二人抓获。2014年12

月 1 0日，杨某在日照市妇幼保健
院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还查明，杨某曾因
犯非法拘禁罪，于2014年11月6日被
东港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被告人董某曾因犯寻衅
滋事罪，于2014年8月12日被莒县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
年。两被告人此次犯罪均在缓刑期
内。

近日，东港区法院判决，杨某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千元；撤销其曾被判缓
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董
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三千元；撤销其曾被
判缓刑部分，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三千
元。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判处罚
金三千元。

老老板板失失联联，，驾驾校校停停业业十十多多天天
众多学员无法学车，交管部门介入调查

本报济宁4月29日讯（记
者 苏洪印） 28日上午，十
几名学员聚集在济宁儒苑驾
校讨说法。约10天前，儒苑驾
校突然停业，驾校老板失去联
系，学员的学习也被迫搁置下
来。接管驾校的相关人员透
露，驾校老板因存在经济纠纷
而失联。济宁交通局运管处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正在调
查此事，会尽快协调和督促驾
校恢复正常营业。

28日上午10点半左右，记
者来到位于济宁城区北侧的
儒苑驾校，空旷的练车场上停
放了十几辆白色的教练车，两

三名学员正在自己驾车练习。
十几名驾校学员围在校长办
公室门口，焦急地拨打着手
机，通过各种方式询问驾校老
板的去向。学员张女士说，她3
月2日在驾校报名，交了2300
元学费，驾校通知4月9日有科
目一考期，但只组织了部分报名
的学员参加。而到了4月23日的
考期，驾校根本就没通知考试的
事情。“23日，我来驾校时发现驾
校突然停业了，老板的手机也处
于无法接通状态。”学员肖先生
说，他3月初交费报名，其间两
次预约考科目一，都被驾校工
作人员告知延期。

在驾校校长办公室，一名
年轻男子告诉记者，他是济宁
一家建筑公司的员工，因为驾
校老板跟他们的老板存在债
务纠纷，驾校暂时由他们接
管，但还没过户，驾校老板便
失去联系，他们也在找人。“不
知道去哪了，打电话联系不
上，4月初，我们替驾校交了部
分科目一考试费，还帮着发放
了拖欠教练们的工资。”该男
子说。

在驾校看大门的一位中
年男子透露，大约在10天前，
驾校停业，老板不见了踪影，

“驾校因为拖欠电费，电也被

停了，现在驾校停水停电。”该
中年男子说，最近几天，每天
都有学员找上门来了解情况，
最多的时候，门口曾聚集着
100多人。

记者从驾校内张贴的宣
传单页中得知，济宁儒苑驾校
成立于2011年7月，占地60亩，
教练场面积38900平方米，有
教练车110台，有在编教职员
工120人。济宁交通局运管处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正在
调查此事，“据我们了解，应该
是驾校投资人之间的经济纠
纷，我们会尽快协调、督促驾
校恢复正常营业。”

本报泰安4月29日讯（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王艳鹏）
泰安岱岳区公安分局禁毒大

队从2014年9月起调查一起贩
毒案，到今年4月将涉案7人全
部抓获。警方在宁阳华丰镇嫌
疑人马某家中一次缴获冰毒
1001 . 59克，为近年泰安单案缴
获毒品最多的案件之一。

2014年9月，泰安市公安局
岱岳区分局禁毒大队在办案中
发现，一名涉嫌吸毒和贩毒的
男子贾某贩毒活动比较频繁，
就对其人际关系展开调查。经
过几个月收集证据后，警方于
2015年3月9日将贾某抓获并刑
拘。贾某供述了曾多次找杨某
购买毒品。警方于3月10日将杨
某抓获，杨某又供述了一个叫
李某的上线。

原来，贾某、杨某、李某三人
经常互相交易毒品。他们通过电
话或网络联系，毒品只卖给认识
的人，出货量很小，每次只有几
克。有时把一小包毒品扔到花坛
里，打个电话说一声，买家去取，
双方不见面，交易非常隐蔽。

李某供述，他经常从宁阳
县华丰镇一个马姓男子那里拿
货。民警很快确认了马某的身
份和位置。3月23日下午3点，民

警赶往华丰镇白土厂村，将马
某在家中抓获。民警在马某家
的衣柜里搜出20个烟盒，里面
塞 满 一 包 包 冰 毒 ，总 共 有
1001 . 59克，还查获大量吸毒工
具和称量工具。该案缴获冰毒
的数量是近年泰安单案缴获毒
品最多的案件之一。

马某有家庭，也有工作，但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网络游
戏、吸毒和贩毒。他交代，毒品
来自济宁兖州的秦某。4月7日，
民警赶到济宁，在一家宾馆门
口蹲守3个小时后将秦某抓获。
秦某并不吸毒，他交代了曾和
表弟关某开车到广州找一个姓
高的人购买冰毒。

4月8日，一路民警在兖州市
将关某抓获，另一路民警远赴广
州市白云区，找到关某租房处，蹲
守几小时后，民警看到高某家中
的灯亮起来，确认他在家中，准备
实施抓捕。这时，高某带着行李匆
匆下楼准备打车逃跑，民警上前
将他抓获。9日一早，民警将他带
回泰安，至此该贩毒团伙成员全
部落网。

目前该案中贾某等四名嫌疑
人已经被岱岳区检察院批准逮
捕，秦某等三名嫌疑人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千千克克冰冰毒毒藏藏在在二二十十个个烟烟盒盒里里
七人贩毒团伙被泰安警方端掉

警方缴获藏在烟盒里的冰毒。 本报记者 邢志彬 摄

本报临沂4月29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郝建明 李洪涛）
15年前，沂水县男子张某伙同他人
窜至付某家中持斧抢劫现金220元
后潜逃，此后的时间里一直过着东
躲西藏的生活。4月28日，沂水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民警经过连续八昼夜
排查，连续三天跟踪蹲守，将张某逮
捕归案。

2000年1月10日晚，沂水县马站
镇时年23岁的张某伙同他人酒后窜
至付某家中采用斧头砍、语言威胁
等手段抢劫现金220元后，逃离现
场。不久，与张某一起抢劫的同伙落
网，张某闻讯潜逃。尽管办案民警换
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对张某的追捕
一直没有停歇，后来张某被列为网
上在逃人员。

因为害怕被抓，张某隐姓埋
名，先后逃到吉林、辽宁、黑龙江
等地打工。张某每到一个地方都
换用不同的名字，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很大难度。今年“春雷”行动
开展以来，办案民警进一步侦查，
最终获取了张某在黑龙江省甘南
县出现的信息。办案民警立即赶
赴黑龙江省甘南县，在当地警方
的大力协助下，连续八昼夜艰难
排查，获取重要线索。民警又经过
连续三天跟踪蹲守，于4月28日将
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张某被抓前在甘南县一酒厂
打工，一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但是15年的潜逃生活让他一直抬
不起头，不能理直气壮地做事。张
某被抓之后显得异常平静，对民
警说，“被通缉的日子很难受，一
度想去自首，但是一直鼓不起勇
气，如今虽然被抓了，心里反倒轻
松了不少。”

抢劫220元潜逃

15年后落网

七旬老人丢失万元现金，监控拍下被一女子捡走

民民警警帮帮助助老老人人找找回回““救救命命钱钱””
本报潍坊4月29日讯（记

者 赵磊 通讯员 周显江
张鹏） 七旬老人为给老伴

治病到银行取了5万元现金，
在银行门口坐车时不小心掉了
1万元。发现钱丢失后全家人四
处寻找都没有找到，报警后派
出所民警帮助找回“救命钱”。4
月28日，老人从民警手中拿回
了失而复得的1万元现金。

4月19日下午3时许，诸城
市密州街道73岁老人王汝泉
急匆匆来到兴华路派出所报
警称，当日下午到银行取钱后
丢失1万元现金，多方寻找未
果，向民警求助。值班民警一
边安慰老人，一边详细询问了
事情的经过。原来，王汝泉的老
伴因生病要到医院做手术，王
汝泉老人和儿子一起到银行取
了5万元现金。取钱后，王汝泉
把钱放在衣服内用胳膊小心翼
翼地夹着，然后坐上儿子开的
车离开了银行，在路上老人发
现少了1万元钱，王汝泉老人
和儿子找遍汽车驾驶室也没

有找到。王汝泉老人和儿子以
为银行少给了1万元钱，就回
到银行索要。银行工作人员查
看了银行办理业务的监控录
像，画面清晰显示银行工作人
员将5万元现金交给了王汝泉
老人。王汝泉老人和儿子慌了，
赶紧发动朋友、亲戚一起寻找
丢失的1万元钱，可是四处寻找
都没有找到。王汝泉老人赶紧
到兴华路派出所报了警。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到王汝泉老人取款的工商
银行和农商银行。民警首先仔
细查看了工商银行的监控录
像，未发现老人掉钱画面。民
警又来到农商银行，仔细查看
了农商银行监控录像，发现老
人取钱后，在银行门口上车时
掉了一摞钱，很快有一名中年
妇女捡起钱离开了。民警判断
中年妇女可能当日下午在农
商银行办理过业务，经仔细查
看银行的监控录像，终于找到
了中年妇女在银行办理业务
的画面，随后通过银行系统查

到这名中年妇女系诸城市密
州街道周某。民警开车赶到周
某家中，向周某说明了来意。
周某承认当日下午在农商银
行门口捡到1万元钱，她把钱
交给了民警。民警立即打电话
告诉王汝泉老人丢失的一万
元钱已找到，让老人到派出所
领取。王汝泉老人接到电话非
常高兴，称他正在医院为老伴

办理住院手续，等有时间就去
派出所拿回自己的1万元钱。

4月28日下午，王汝泉老
人来到兴华路派出所，从民警
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1万元
钱。王汝泉老人握着民警的手
说：“这1万元钱是准备给老伴
治病的救命钱，感谢民警帮我
找回，我们全家人都感谢兴华
路派出所的民警！”

王汝泉从民警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1万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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