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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贼贼嫌嫌手手艺艺不不精精，，到到汽汽修修厂厂““充充电电””
因涉嫌盗窃被牟平警方刑事拘留

低血糖发作

男子开车时晕倒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淑宁
记者 孔雨童) 18日上午，开发

区一男子在开车时因低血糖突然
晕倒，幸亏同车人发现紧急刹车，
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发生。

上午10时许，烟台业达医院接
到报警，开发区秦淮河路有一病人
晕倒。急救车到达现场时发现，一辆
银色轿车停在马路中间，周围车辆
呼啸而过十分危险。车内一中年男
子晕倒在驾驶座上。据同车的朋友
描述，驾驶人王先生开车时突然面
无反应，朋友发现情况不对，紧急将
车熄火，随后王先生晕倒在车里。

急救人员迅速将病人搬运到
救护车，测血糖发现仅有1 . 2mmol/
L，立即为其建立静脉通路给予
50%葡萄糖静推，到达医院后病人
渐渐苏醒。

据了解，王先生有低血糖病
史，在前一天晚上熬夜到很晚才睡
觉，早晨又没吃早饭，造成严重的
低血糖，幸亏救治及时，不然有生
命危险。

医生提醒，低血糖反应十分危
险，如果有类似症状发生时一定要
第一时间口服含糖的食物。

楼上漏水不修

急坏楼下住户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张颍) “上老火了，可

就是没招。”家住芝罘区文化七巷
的蔡先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称，他
楼上的邻居王先生家中一直往他
家漏水，很影响他的生活。

记者在蔡先生家中看到，漏水
的地方在厨房洗手盆顶上的管道
周围，墙已经被水泡了很长时间的
样子，有的墙皮已经脱落了。“上面
就是楼上家洗手盆的位置，只要他
家用水，就往下滴水。”蔡先生说。

让蔡先生更头疼的是，被淹的
墙体周围还有电线，蔡先生怕电线
短路，引发火灾。蔡先生说，他所住
的是一栋老楼，墙体本身已经老
化，电线走的位置距离漏水点很
近，所以他跟老伴实在担心。

蔡先生说，楼上漏水的情况已
经出现两年多了，情况越来越严
重，“就是楼上的洗手盆位置漏水，
要是维修起来也不难。”蔡先生说，
关于漏水的事，他多次找楼上邻居
协调过，可是邻居每次都说过段时
间就修，却迟迟没动工。蔡先生也
告诉邻居，自己可以出钱维修，可
邻居说不要他的钱，但也不肯修，
这让蔡先生很头疼。

三楼住户王先生说，他已经找好
了维修的人，只是现在还没有动工。

车库门将人反锁

消防破门救人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刘
晓龙 邵犍飞 记者 柳斌) 18

日晚9时42分，招远消防大队接到
报警，位于金晖小区的某栋楼车库
门故障打不开，一人被困其中。招
金路中队立即出动一辆抢险救援
车赶赴现场，破门救人。

据报警人介绍，车库大门中午
时出了点小故障，车主晚上回家停
车时先打开车库门进去看了一下，
这时车库门突然下落闭锁，车主被
困在车库里，家人用了各种方法都
无法将车库门打开，只能报警求助。

由于车库门在紧急制动情况
下处于锁闭状态，靠人力无法抬
起，而且车库门没有缝隙，液压剪
扩钳无法插入进行扩张，救援人员
只能用无齿锯将门破拆施救，让被
困人员从车库内爬了出来。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金武 纪明 晓
东) 日前，烟台市交警二大队
民警在二大队监控室的指挥
下，查处了一辆涉嫌套牌的黑
色本田雅阁轿车，驾驶员见势
不好，逃之夭夭。事后，民警在
该车上发现了三副套牌，后备
厢里还有大量管制刀具和疑似
吸毒工具。目前，警方正对该车
和车上物品的来源和用途进行
进一步调查。

18日上午10时许，市交警
二大队民警接到二大队监控室

指令，称一辆牌号为鲁FET2×
×的黑色本田雅阁轿车涉嫌套
牌，现在该车正沿青年路由南
往北行驶，要求沿线民警予以
拦截检查。

接到指令，位于南大街与
青年路路口的执勤民警，立即
将南北方向的信号灯调为红
灯，阻住南北通行的车辆，然后
来到路口南口寻找该辆车的行
踪。不久，民警在离路口约50米
的位置发现了该辆车，民警慢
慢地向该车接近。

“该驾驶员警觉性非常

高，在驾驶室里东张西望了
一会儿，应该是发现了民警
的举动，他打开车门，向路边
奔去，之后迅速逃进了一条深
巷中。”交警二大队执勤民警
说。

随后，民警将该驾驶员遗
弃的那辆本田雅阁轿车开到
了队上，进一步核实车辆信
息。通过检查民警发现，该车
的挡风玻璃上并未张贴检验
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在后备
厢里藏有2副车辆号牌，三副
号牌没有一副是该车的登记

号牌。
民警在车辆后备厢里发现

藏有大量管制刀具，有3柄1米
多长的板斧，一把40厘米长的
砍刀，一把30厘米长的锯齿刀，
这些刀斧都已开刃，十分锋利。
民警在后备厢的地垫下还发现
了一大堆小塑料瓶，疑似吸毒
工具。

民警已通过公安网和路口
监控设备掌握了该驾驶员的详
细的身份信息，希望该车驾驶
员尽快到交警二大队说明情
况，接受处理。

轿轿车车上上三三副副号号牌牌，，没没一一副副是是真真的的
民警从车内发现大量管制刀具和疑似吸毒工具，希望驾驶员前去处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刘娴娴 ) 莱山
市民宋女士近期加了一个淘宝
兼职QQ群，对方告诉宋女士可
以在线买彩票，并且可以为宋
女士推荐中奖号码，在屡买屡
中的情况下，宋女士一下子买
了5万元彩票，结果中了骗子的
圈套。

8月初，宋女士在家中加
了一个淘宝兼职QQ群，加入
这个群后，对方告诉宋女士可
以在线买彩票，他们可以为宋

女士推荐中奖号码，中奖率非
常高。

宋女士觉得可以从中赚点
钱，就在对方的说服下点开了
对方发给她的链接，并按照对
方所说的步骤在网上购买彩
票。一开始对方帮宋女士预测
的大都比较准，宋女士因此不
断得益，累计收益达到千余元，
因此宋女士逐渐加深了对对方
的信任并一步步提高了买入资
金的额度。

8月16日晚，对方告诉宋女

士，这次预测非常准确，只要按
照他们说的做，一定会中百万
元大奖，并怂恿宋女士一次购
买5万元的彩票。宋女士听信了
对方的话，按照其发过来的购
买页面一次性支付了5万元。

但是隔天开奖，宋女士发
现自己并没有中奖，宋女士找
对方理论，对方解释了几句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宋女士急
忙想把自己前段时间中奖的几
千元转出来，却发现在对方发
来的页面中提取现金的选项根

本点不开。宋女士这才醒悟过
来，知道自己上了骗子的当。

瀛洲大街派出所民警经调
查发现，骗子发给宋女士的彩
票页面根本不是正规的购买网
站，宋女士前期“中奖”的假信
息也是骗子在后台一手操纵
的。

莱山公安110提醒市民，玩
彩心态很重要，莫因一时执念
破了财，也不可轻易相信一些
赚钱的旁门左道。目前，莱山公
安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

淘淘宝宝兼兼职职赚赚外外快快，，原原是是网网友友在在忽忽悠悠
尝到对方给的甜头后，市民一下子买5万彩票结果受骗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于飞 ) 偷窃电动车时因为

“技术”不过硬，没撬开锁，盗
贼 林 某 竟 然 想 到 去 汽 修 厂

“充电”，他白天在汽修厂当
学徒，晚上就利用所学的技
术去偷窃。目前林某因涉嫌
盗窃电动车、入室盗窃已被
刑事拘留。

近日，姜格庄派出所辖区
北海新城接连发生多起盗窃电
动车、电动车电瓶案件，给居民

造成很大损失。嫌疑人是一名
28岁的小伙子，他为了拥有精
湛的偷盗技术，还专门去“充
电”学习。

据林某交代，自己从小就
因逃学、偷家里的钱被父母责
打。成年后又沉迷于上网，这
种得过且过的日子，让父母操
碎了心。去年，父母拿出多年
辛苦积攒的血汗钱，为他购置
了一套楼房，又托人在威海一
家电子厂为他安排了工作，希

望他能够好好地生活。可是林
某满脑子想的却是不劳而获，
仅仅打了几天工，就跑了回
来。每天继续泡在网吧玩游
戏、聊天，等到兜里没钱的时
候，他就打起了小区里的电动
车的主意。

8月初的一天深夜，林某
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螺丝刀等
工具，摸黑忙活了半天，也没
能撬开电动车的车锁，还差点
被人抓到。然而这一次林某并

没有悬崖勒马，而是第二天就
来到小区旁边的汽修厂，当了
一名学徒工。林某白天在汽修
厂里刻苦钻研、虚心学习，却
是为了利用所学的电工知识
进行盗窃。林某先后盗走三辆
电动车、两个电动车电瓶、笔
记本电脑、单反相机，价值约
万元。

目前，林某因涉嫌盗窃电
动车、入室盗窃已被牟平公安
分局刑事拘留。

多部门联合
拆除违章搭建

20日，在芝罘区交安委的带领下，交警一大队联合毓璜顶办事
处、住建局、城管大队等多个部门在文化路市场集结，对文化路市
场违章搭建阳棚和城基路上的“水果摊占道经营”两个问题进行清
理。在持续一整天的行动中，执法人员对所有流动摊点、店外经营
和违规棚点一律予以暂扣处理。

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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