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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2211起起““鬼鬼点点钞钞””盗盗窃窃99000000余余元元
民警抓获嫌疑人，希望受害人及时报案

套牌车司机竟是

“无证独臂侠”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8日，历下交警查处了
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拦下车
一看，民警惊出了一身冷汗：驾
驶员非但涉嫌套牌，而且是个没
有右臂的残疾人，也没有取得驾
驶证。据驾驶员自述，他已经开
车一年多的时间，每天从镇上往
村里送客人。“只有一条手臂，挂
挡都困难，还好没有出现什么意
外。”民警说。

8日上午，历下交警大队二中
队民警正在经十舜耕路口执勤，
接到了大队指挥中心的一条指
令：一辆灰色轿车正沿经十路由
东向西行驶，该车悬挂的鲁P7A7

××号牌登记信息为一辆黑色
红旗轿车，与车型不符，涉嫌使
用其他车辆号牌。

指挥中心要求民警对这辆
灰色轿车进行检查核实。不一会
儿，这辆车出现在了民警的视线
中，民警上前将车拦了下来，经
过现场比对并通过系统查询，该
车确实为套牌车。经询问，驾驶
员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说真实的
号牌就在后备箱里。

当驾驶员下车取号牌时，民
警发现他只有左手臂。驾驶员竟
然只用一条手臂开车，“挂个挡
都得侧着身用左手”，挂挡时，方
向盘就处于“自由”状态，实在是
很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相关
证件，驾驶员称没有携带身份
证，只拿出了残疾证。经核查，驾
驶员不具备驾驶资格。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就在
我们镇里，给个十块八块的我把
人送回村里。”在民警的询问下，
驾驶员自述已经开车一年多的
时间，而且从事非法载客营运。

听了这些，民警不由一阵后
怕，幸运的是，一年多的时间没
有发生什么意外，民警随即对驾
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将
车辆扣留。

目前，民警还在对灰色轿车
悬挂号牌的真伪进行鉴定，等结
果出来后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撞撞坏坏线线杆杆跑跑了了 车车牌牌留留在在现现场场
民警没有费力就找到了肇事者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本来直行的车辆

突然着了魔一样在路口弧线行
驶，打了一个转，一头撞在了路
旁的一根电线杆上，致使线杆
从根部折断。这是8月26日清早
发生在经七纬七路口的一幕。
事发后，驾驶员并没有报警，而
是迅速逃离了现场，不过驾驶
员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因为
剧烈撞击，它的前保险杠连带
车牌都脱落遗留在了现场，民
警几乎没有费力就找到了他。

“撞得挺严重，我们到现场
时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电线杆
从根上断了，因为钢筋的支撑
半倒下来，旁边的一块广告牌
也遭了殃，地上全是水泥和汽
车碎片。”槐荫交警大队经六路
中队副中队长李亮介绍说，从
肇事车辆上脱落的不只是小碎
片，还有一个“大零件”。

“我们发现现场还遗留着
一个保险杠，一个车牌照牢牢
地固定在上面。”李亮说，看到
这里，民警都会心地笑了，这肇
事逃逸的也太不小心了，车牌
留下了都不知道！

路口的监控记录下了事发
的全过程。视频显示，事发时间
是在8月26日早晨5点30分，肇
事车辆是一辆白色本田CRV越

野车。
当时，越野车正沿经七路

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经七纬
七路口时，车辆突然向左转弯，
快速在路口中央地带兜了一个
圈，最后撞在了纬七路旁的一
根电线杆上。

根据现场遗留的车牌，
民警很快找到了肇事司机高
某，一个20多岁的济南人。

“当时，因为没有睡觉有些
疲劳，还在车里跟女朋友吵了
架，情绪不好，把油门当成刹车
了。”高某说，当天凌晨，他去接
下夜班的女友，结果等了四个
多小时才接到人，事发时他正
驾车回家。

经核实，高某的车辆保险
手续齐全，如果他不选择逃逸，
完全可以走保险程序，损失不

会很大。可是，由于他选择了
逃逸，民警要依法对他处以
2000元罚款、记12分、15日以
下行政拘留的处罚。因为逃
逸，保险公司也可以拒绝理
赔，高某还要承担维修公共设
施的费用，因为一念之差真是
赔大发了。

“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当时真不该跑。”高某说。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石晓峰

原是16张50元钞

转眼却成了3张

9日上午，记者来到济阳县
公安局刑警一中队，看到前来
领取返还金的8位受害者，谈及
他们的遭遇，每个人都有说不
尽的话。

“这个人太可恨了！”家住
菅家社区的菅女士说，2014年
11月12日上午9时，一50余岁男
子骑着摩托车到自己小卖部内
买香烟。“他说在济南某集团伙
房内零卖香烟，要批发十多条
香烟，还让我给他按批发价。”
菅女士说，考虑到店内存有不少
香烟，平时零卖赚钱较少，不如直
接批发卖给该男子，后来男子选
了总价值为998 . 9元的香烟。

该男子则掏出16张50元、

18张10元、1张5元、4张1元的钞
票递给菅女士，经过查看共989
元。“我一看还差近10块钱，该
男子则夺过钱去当着我的面又
数了一遍，50、100、200、500、
900、998 . 9对不？该男子放下钱
则提着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
菅女士说。

“当时我感觉没给错钱，等
我再数钱时发现少了13张50元
的，跑出去看时该男子早跑远
了。”菅女士说。待菅女士说完遭
遇后，其他几位受害者均称他们
也遭遇同样的障眼法，金额最大
达1100元，最少则为200元。

男子辗转多个地方

“鬼点钞”上演21起

“尽管不少群众不好意思
报警，但在家人的劝说下随后
也拨打了报警电话。自从2014
年6月份起，济阳、商河、章丘接
二连三接到类似报警案件21

起。”刑警一中队民警尹涛说，
犯罪嫌疑人这种点钱方法人们
形象地叫做“鬼点钞”。

“通过民警掌握的视频监
控，发现该男子作案工具为一
辆四成新的摩托车，摩托车上
还带有一驮筐，方便盛放香烟，
男子头戴头盔。”专案组民警
说，在前段时间民警接到一条
重要的线索，称新市镇一男子
和视频内男子长相相似，且经
常往两家超市销售香烟。

掌握线索的民警立即到所
提到的销赃处购买香烟，发现
每条香烟的烟码均显示丢失现
金的小卖部或小超市。“为避免
打草惊蛇，我们在济阳一销赃
超市蹲守，近20天后，终于在今
年6月6日将该男子抓获。”尹涛
说。

经过审讯，该男子今年52
岁，济阳县新市人，他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经过落实，民警发
现该男子一年来作案21起，盗

窃现金达9000余元，仍有部分
群众未报警。

未报案群众

请及时拨打110

“抓住犯罪嫌疑人后，如何
将赃款返还给受害人呢？为此，
民警对其家属做了大量工作，
最后交出9000余元现金。”尹涛
说，随后，民警及时与受害人联
系，并于9日集中返还。

“今天前来领取返还金的
受害者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
村民怕他人知道嘲笑自己，没
有报警。”尹涛说，希望受害人
看到报道后及时拨打报警电
话，前来领取返还金，不能忍气
吞声。

民警称，犯罪嫌疑人正是抓
住群众不好意思报警的心理才肆
意作案。“以后遇到大量购买香烟
的情况要提高警惕，不能随意卖
出，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停停在在地地下下车车库库 皮皮卡卡突突然然着着火火
其他业主弃车逃生，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李阳） 9日早上6点多，康虹

路茗筑美嘉小区地下二层车库
里一辆皮卡车突然着火，不一
会儿就弥漫起滚滚浓烟，还有
业主险些被困。

9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康
虹路茗筑美嘉小区8号楼，该楼
西侧排气箱不停往外冒浓烟。
一位业主给记者一块新毛巾和
几张干净的卫生纸，记者捂好
口鼻后，来到着火的地下二层
车库，刚一进入楼道，就闻到一
股浓烈的呛鼻味。

发生火灾后，地下车库的
灯已经全部灭掉，没有应急照
明设施，车库内一片漆黑。借助
手机上的手电筒，记者才能大
致看清车库内的情况。

“是那辆皮卡最先着火的，
不过已经扑灭了，其他车都没
事。”几位身穿保安制服的工作
人员正在现场勘查。借助手电
筒的灯光，记者看到一辆皮卡
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
个铁架子，皮卡车旁边有六七
个用过的灭火器。在地下车库
出口通道上，三四辆轿车打着

双闪停靠着。
记者采访时，消防官兵和

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对起火原因
进行调查。

除了皮卡车被烧毁外，火
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他车辆
也没有受损。不过，当被困业主
向记者回忆起此事时还会感到
后怕。

“真是太危险了！”早上6点
30分左右，8号楼的居民王女士
看见楼西侧的排气箱不断冒出
浓烟，气味刺鼻。王女士的车也
停在地下车库里，她来到地下

车库想看看究竟是啥情况。王
女士进入车库时，皮卡车的头
部已着火，火越来越大。大火在
蔓延的同时，浓烟也充满了整
个地下车库的二层。

王女士感到害怕，也顾不
上自家爱车，拿着手电筒摸索
着往外走，却看不清出口在哪。

“有消防员看到我的手电灯
光，就朝我的方向喊着问还
有 人 吗 。”王 女 士 应 了 一 声
后，消防员快速跑到她面前，
拉着她走出了一片漆黑的地下
车库。

2014年以来，济阳、章丘、商河等地公安局接到21起报警，称一男子以买香烟为由，使用
“鬼点钞”伎俩盗窃现金总计达9000余元。济阳县公安局民警经过不懈努力锁定了嫌疑人，蹲
守近20天将其抓获，并于9日将现金返还给部分受害人。

独臂男子无证驾驶套牌车
被查。历下交警供图

事故现场到处是水泥碎片。 槐荫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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