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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眼眼””盗盗窃窃惯惯犯犯撞撞上上8800后后警警花花
屡教不改，刚出拘留所伸贼手又被抓

大学城13所高校

治安监控全覆盖

本报 7月 9日讯（记者 王
帅） 2日，章丘市公安局双山第
二派出所会议室内，一场“校圈”
治安秩序净化提升工作座谈会正
在进行。会议上，章丘大学城13所
高校的20多位相关负责人与公安
部门一同，致力于提升“校圈”治
安秩序。

“早晚高峰时段，校门前秩序
乱，摆摊设点、黑出租揽客，校园
周边环境存在治安隐患。”会上，
不少学校负责人指出，学校周边
环境有待净化、提升，学生安全防
范意识较差，抢劫、盗窃案件时有
发生。

对此，章丘警方表示，在对涉
校案件研判基础上，将科学合理
规划监控布点，推进单位视频监
控覆盖工程，对11所高校的图书
馆、食堂、教室、球场以及宿舍270

余个易发案的重点部位全部纳入
监控范围。截至目前，双山第二派
出所辖区三所高校500余个探头
已联入公安“一网控”工程，110报
警与监控系统相结合，将有助于
及时、准确地发现、记录犯罪，震
慑侵财类案件的发生。

针对部分高校师生自我防范
意识淡薄的实际，警方录制了防
盗、防诈骗宣传片，通过模拟犯罪
分子的盗窃、诈骗过程，强化师生
的感性认识。通过校方组织各院
系、班级集体学习观看，提升师生
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能力。

同时，对发生在高校及周边
违法犯罪案件，警方将“优先受
理、优先出警、优先立案、优先查
处”，落实专案专办、多警联办、领
导督办等措施，快侦快破，依法严
厉打击，及时消除社会影响。

7月10日

随浩纳自在启程

2015年7月10日-7月12日，
桑塔纳·浩纳即将在章丘大润发
商场上市，更有新车上市精美礼
品相送，还有精彩节目表演，绝对
GO靓GO自在，让我们随浩纳一
起自在启程！

高颜值：
新车是否受欢迎，“颜值”是

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桑塔纳·浩
纳作为桑塔纳品牌的新成员，在
整体造型上融合了旅行车与两厢
车的特点，以创新的车身比例突
破传统风格，兼顾实用与时尚。

桑塔纳·浩纳前脸部分采用
横向设计，凸显大气，修长而扎实
的腰线贯通前后，配合尾部大角
度倾斜的后挡风玻璃勾勒出动感
十足的造型。内饰方面，座椅采用
双拼的配色方案，搭配缝线包边
的设计，提升车内时尚氛围。三辐
条造型的多功能方向盘扁平的底
部设计极具运动风格，配合精心
包裹的真皮材质，握感舒适。简约
大气的细节处理充分满足年轻消
费群体的时尚需求。

7月10日让我们一起随浩纳
自在启程。

本报 7 月 9 日讯（记者
王帅） 刚出拘留所却不知悔
改，不到一月又被抓。1日，在
章丘市一家米线店附近，一盗
窃惯犯再次伺机作案时，正碰
上两名 80后女警到受害人店
中调取监控录像，而其 6月份
刚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治安拘
留五天。

6月30日16时许，章丘一
家米线店正处空闲时段，店员
外出买菜，老板小吴（化名）见
没有客人来就餐，便到旁边自
己开的一家理发店去看看。不
多久，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壮
实男子走进了店中，他左顾右
盼，一路走到米线店吧台，掀开
帘子发现里间也没有人。男子

退出里间屋子，转身看到吧台
前的凳子上放着一个包，便将
里面的棕色皮钱包掏了出来，
随即手持钱包迅速离开了米线
店。

通过查看店内监控，小吴
发现了偷钱包的男子，并得到
了男子清晰的正面照片，男子
特征特别明显，一只眼像是有
疾病半闭着，只有一只眼睁开。
小吴赶紧打电话报警。

次日一早，章丘市公安局
明水第一派出所女警李晓芳、
高歌到米线店调取监控。“我俩
正在查看监控呢，就听有人说
刚刚好像看到嫌疑人了，也是

‘独眼’。”怀疑犯罪嫌疑人又回
到案发地点，两人立即发动警

车，沿着群众提供的线索沿街
搜寻。车开出七八百米，仍没有
看到可疑男子。“他是步行，应
该没有这么快，是不是我们看
漏了。”这么想着，李晓芳随即
掉头，沿来路继续搜索。

果然，在离米线店五百米
左右的位置，“独眼”正从一家
小店中走出。两人立即下车，喝
住独眼男子后，男子一愣，两女
警趁其未及反应将其押到警车
旁，虽在进车时遭到男子抵抗，
但两人使劲按住嫌疑人，并成
功将其关进车内。

在派出所，记者见到李晓
芳和高歌，两位女警看起来瘦
瘦小小，很难想象她俩制服了
一个壮年男子。“没想到我俩

拷监控时正好碰上犯罪嫌疑
人，他那时正在附近寻找再次
作案的机会。”高歌告诉记者，
由于受害人通过微信朋友圈
将嫌疑人的照片发布出去，附
近很多商户都提高了防范意
识，看到嫌疑人时很快认了出
来。

经审讯，男子姓赵，今年45
岁，刁镇周贾村人，无业。钱包
到手后，他取出里面的1700余
元现金，将钱包扔到了附近的
绿化带中，抓获时钱已被挥霍
得所剩无几。这次作案前，6月
份他刚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治安
拘留五天，之前更多次因盗窃
罪被劳动教养、判刑，1993年曾
因强奸罪被判7年。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
帅） 本是花季年华，却因爱慕
虚荣走上犯罪道路。近日，某高
校大二学生因在学校浴室偷盗
储物柜中的手机，被章丘警方
在其学校宿舍抓获，警方现场
缴获两部被盗苹果手机。

今年五六月以来，章丘市
公安局圣井派出所不断接到辖
区某大学学生报案，称在学校
浴室洗澡时，放在储物柜内的
手机被盗，被盗手机多为高档
手机，有苹果6、5S，三星note4
等，发案多达十余起。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案
件都发生在学校浴室内，失窃学
生在洗澡时将手机放在储物柜
中，因嫌麻烦或疏忽均未上锁。民

警分析，学校在校生作案的可能
性很大，但因浴室没有安装监控
设施，一时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

就在这时，办案民警张恒
勇获得一条关键线索，一名受
害学生曾接到过一个归属地为
广东的电话，来电人跟其索要
被盗手机的注册码信息。警方
通过与该手机号码联系，获知
来电人是从淘宝网上购得该手
机，随后，民警对淘宝网上海量
二手手机信息进行仔细梳理，
逐渐追查到该校大二学生韩某
某身上。通过对韩某某在学校
的快递发货单的排查，民警发
现该韩有重大作案嫌疑。

6月25日上午，民警在韩某
某宿舍将其抓获。面对突如其

来的警察，韩某某紧张到眩晕。
经审查，今年21岁的韩某

某是潍坊寿光人，家境一般，因
周围同学出手阔绰而心生攀
比，继而走上盗窃之路。据其交
代，本来家里给的生活费勉强
够用，但后来交女朋友后，花
销逐渐增加，仅与女友去乌镇
旅游便花了上万元。看到周围
同学都是穿用高档，韩某某也
想让女友更有“优越感”，越来
越强的虚荣心促使他有了赚
钱的念头。然而，初期的网店经
营极为不顺，韩某某便打起了
学校浴室储物柜的注意。

发现多数男生在浴室洗澡
时不爱锁储物柜的门，又将手
机等物品随手放在储物柜中，韩

某某觉得偷盗起来易如反掌，加
上自己马上就要调整校区，作案
更肆无忌惮。在两个月的时间
里，韩某某陆续盗窃手机十余
部，并上传至自己的网店低价出
售，涉案金额达3万余元。

对此，圣井派出所副所长
康港告诉记者，由于在校大学
生法律意识及安全意识淡薄，
很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目
标，提醒广大在校生要切实增
强安全意识，在购物、上网时保
护好个人信息，在公共场合时，
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不让
犯罪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目前，该韩已被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大大学学生生偷偷手手机机 女女友友面面前前充充大大款款
在澡堂盗窃十余部手机网上出售，涉案3万多元

8日，在章丘市火车站，
章丘市公安局明水第二派
出所联合明水火车站派出
所共同进行反恐演习，演练
情景设定为一名持刀男子
情绪不稳，从火车站广场向
站内冲，威胁站内乘客。发
现可疑人员后，执勤民警迅
速出动，使用各类防暴器具
将“暴徒”制服。

本报记者 王帅 通
讯员 曲响玉 秦栋 摄
影报道

制服“暴徒”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
帅） 6月28日、29日，在章丘双
山、白云湖分别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一名司机酒驾逆行撞倒
骑自行车者，另一名司机则驾
车重伤电动三轮车主，因伤势
过重，伤者均抢救无效死亡，而
两名肇事者却都选择了逃逸。
不到一天，警方便将两人分别
抓获归案。

6月28日21点50分，在经
十东路双山街道办事处西沟头
村路段，一辆轿车与一辆自行
车发生碰撞，自行车驾驶人伤
势过重，在当天23时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通过现场勘查，交警发现

肇事车辆在经十东路南侧辅道
内由东向西逆向行驶，而后调
取的监控录像中，一辆黑色的
鲁A083××轿车具有交通肇
事嫌疑。正当交警准备跟车主
联系时，122指挥中心接到车主
电话，向警方自首称自己撞人
后逃逸。

次日凌晨1时许，交警见到
了报警人即肇事嫌疑人王某
某，并找到其鲁A083××牌号
的肇事车辆。经审讯，王某某酒
后驾驶轿车沿国道309线南侧

辅道由东向西逆向行驶，至
497km+200米处，与由西向东
行驶的周某驾驶的自行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周某抢救无效
死亡，两车损坏，随后王某某驾
车逃逸。

四个多小时后，在白云湖
镇郑码村村东路段，一辆电动
三轮车被撞，肇事车随后逃逸。
通过对事故现场遗留碎片的分
析，交警判断肇事车辆为一辆
由西向东行驶的灰色轿车，随
后交警通过监控判断出肇事车
车型。

在对相关路段型号相似的

五百余辆轿车逐一排查时，一
名张姓车主在接到警方电话时
极为紧张，并声称自己在外地
回不去，随即挂断电话。迫于警
方不断追查的压力，张某某第
二天一早到章丘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投案，并供述在两车相会
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的事实。

肇事后不及时救助伤员、
协助警方调查事故经过，反而
一逃了之，王某某和张某某都
将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沉重
的代价。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一个酒驾逆行 一个会车相撞

两两起起交交通通命命案案 肇肇事事司司机机都都跑跑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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