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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张泰来）
初学开车时紧张是不少人都遇到

过的问题，近来报名学车通过了科目
一考试的小伙李某也遇到了这样的
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某竟然
在酒后趁着胆大开着朋友的车上了
路，结果被交警查处。

11日下午，槐荫交警大队西郊中
队民警在齐州路张庄路口查处酒驾
时，发现一辆挂“鲁A”号牌的黑色轿
车十分可疑，民警随即上前对驾驶员
进行例行检查。

驾驶员李某打开车窗后，一股浓
烈的酒味随即冲出，李某也是脸色发
红。经酒精呼气检测，李某呼气测试
值达到151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经讯问，李某对酒驾事实供认不
讳，且承认自己报名学车不久，刚通
过了科目一考试，尚未取得驾照，还
属于无证驾驶。

据李某交代，他是党杨路一个工
地上的工人，负责开挖掘机，11日中
午，李某在跟工地四个同事吃饭时，
喝了大约半斤白酒。饭后，李某的一
位没有饮酒的朋友驾车送他回工地，
路上，李某提出要开车练练，朋友拗
不过，就把车交给了李某。结果还没
开出多远，李某就被交警查处。

民警问李某为什么要在酒后开
车，李某回答得很干脆：“喝了酒胆子
大，敢开。”

周斌介绍，李某的行为涉嫌无证
驾驶，将面临15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
罚款处罚；等血液检测结果出来，如
果达到醉驾标准，李某已经取得的科
一成绩也要作废，且5年内不得取得
驾照，同时还面临拘役等刑事处罚。

学车小伙酒后开车

竟称酒后胆大敢开
为为敲敲诈诈的的哥哥，，44天天偷偷1188个个计计价价器器
更奇葩的是，其中一名窃贼“专注”此业已有13年

交交了了定定金金拍拍照照，，婚婚纱纱馆馆却却关关门门了了
婚纱店收定金后关门事件频频发生，仅去年就至少有5起

出租车计价器被盗

的哥被敲诈1000元

2015年10月27日，的哥赵
师傅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
出租车前。“直到出发要拉客
了，我才发现计价器没了，车
上还有一个小纸条，上面留了
一个‘170’开头的手机号码。”
赵师傅按照号码打过去，对方
拿盗窃的计价器进行勒索，要
赵师傅打款到一个账号，便说
出计价器所藏的位置。

赵师傅思量再三，还是决
定给嫌疑人打款。“计价器在
GPS公司卖1200元到1400元，
补办手续需要一个礼拜左右。
重新购买计价器的话花钱多不
说，还要耽误一个礼拜的活儿，
实在划不来。”电话中对方告诉
赵师傅，要向他们提供的一个
账户上打款1000元才能赎回被
盗计价器。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赵
师傅无奈之下向对方账户打

款，后来他在自己停车位置附
近找到了被盗的计价器。

短短4天竟有18辆

出租车计价器被盗

去年10月30日，济南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
长单金友、侦查员田青在走
访出租车GPS公司时了解到
一个信息，最近向GPS公司
补办计价器的出租车司机
很多。民警意识到这个现象
很反常。因为出租车计价器
属于国家专营，外面售卖的
话属于非法经营，每个出租
车都自带一个计价器，重新
购买需要补办手续相当麻烦。

济南市公安局领导获悉
后高度重视，济南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三大队二中队确定了
多起同一犯罪手法的盗窃计
价器案件，其中18起案件是在
短短四天内发生的。

多名出租车司机称，被盗
的出租车玻璃无损坏，车内计

价器被盗，现场均留有字条，上
面写着一个“170”开头的手机
号码。因为顾虑到补办计价器
的成本和补办周期，许多被盗
司机都选择了给犯罪嫌疑人打
款。

民警多地数据比对

确定两名嫌犯身份

通过调取多个案发现场
的监控录像，专案组民警确定
了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体态特
征，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通过
一系列侦查手段，综合各种信
息，民警确定了嫌疑人在盗窃
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两名嫌
犯是10月25日到10月31日在
济南作案，10月31日—11月3
日在枣庄，11月3日—11月5日
又跑到徐州。

至此，一起跨地域流窜的
敲诈勒索案件浮出水面。

济南警方通过各地交叉
数据比对等手段，首先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之一王某，王某是

黑龙江伊春人，在大连开摩
的。随后，警方又确定了另外
一个犯罪嫌疑人，外号叫大迟
子。

抓住的哥怕麻烦心理

窃贼盗窃敲诈十多年

农历正月十六，济南的7名
民警赶赴大连，在大迟子藏匿
的地点将其抓获。次日，民警又
把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抓
获。

经审查，嫌疑人大迟子原
名王友，冒用迟某全的身份，曾
有过5次前科。王友自2002年就
被大连市公安局劳教一年，以
后又因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多
次被判刑。从2003年开始第一
次盗窃出租车计价器到现在，
王友自己也数不清已经盗窃了
多少辆出租车。至于为什么专
门盗窃出租车计价器，王友供
述是抓住了出租车司机的心
理，“他们嫌麻烦又怕耽误生
意，基本上都会打钱过来”。

市民刘女士在
泉城路红尚坊一家
名叫维多利亚的婚
纱馆交了 2 0 0元押
金，想拍摄一套写
真。可是写真还没拍
呢，这家婚纱摄影馆
就关门了。由于定金
有效期有三年，婚纱
馆关门很久之后刘
女士才得知。之后，
她多处投诉，却发现
想要回押金几乎成
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利用出租车司机害怕耽误干活的心理，两名犯罪嫌疑人多年盗窃出租车计价器进行敲诈，其中去年10月份连
续在济南作案18起，每起敲诈出租车司机1000元。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二中队经过侦查，破获了这个涉案
几十起的系列盗窃案。3月1日晚，两名涉嫌盗窃出租车计价器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被从大连押解回济南。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孙康

天上掉馅饼

交200元定金

就能免费拍写真

如今，到婚纱馆拍个写真
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大街上的婚纱馆、写真馆也越
来越多。为了吸引顾客，这些婚
纱馆想出了各种各样的促销手
段，有的底片全送，有的拍一赠
一，还有的直接打出了免费的
招牌，市民刘女士就遇到了这
样的“好事”。

2 0 1 4年底，刘女士听朋
友介绍，泉城路红尚坊的一
家维多利亚婚纱摄影馆正在
搞活动。“当时说是交2 0 0块
钱押金，拍完了再把押金全
退还，相当于免费拍写真。”
刘女士说，这样的活动力度
让她非常动心，“虽然说拍完
了还需要再交钱选照片，但
是也比一般的写真要便宜一
些。”于是，刘女士和她的朋
友一共五人，都在这家婚纱
摄影馆缴纳了200元的押金，
总额1000元。

“当时他们说的是定金
三年有效，由于我那段时间
比较忙，就想着过一段时间
再去拍。”刘女士这一拖就拖
了一年多。“2015年5月他们
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拍，可是
那时候我没空，对方也没说
他们要关门的事，我就又没
去。”

之后，刘女士就没和维
多利亚婚纱摄影馆联系过，
直到前不久，她的朋友逛街
时，发现这家店关门后通知
了她，“这时候再打他们的电
话就打不通了。”

最让刘女士感到头疼的是，
她在投诉的时候四处碰壁。“工
商所和派出所都说得找对方，我
去咨询律师，律师说因为钱太
少，打官司也不值当。”

果真如此吗？记者联系了和
维多利亚婚纱摄影馆同在一条
胡同的泉城路派出所，听到记者
要投诉关于维多利亚婚纱摄影
馆的事情，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这个事情已经交到工商部门了，
让记者去向工商部门反映。

记者又联系上大明湖工商
所。工商人员表示，维多利亚婚
纱摄影馆的确在其管辖的范围
内，但是目前他们对这个事情也
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的店还
在，我们可以去协调处理消费纠
纷，但是现在店已经关了，也找
不到人了，建议您还是到派出所

报案吧。”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
投诉这家婚纱摄影馆的市民挺
多，“你们这200元还算是少的，还
有市民交的押金更多。”

在业内人士王先生看来，市
民提前两三年预付定金有点冒
险。“我从事婚纱摄影这一行有
一段时间了，婚纱摄影馆的成本
挺大，这几年受一些摄影工作室
的冲击，很多婚纱摄影馆的日子

都不好过。”王先生表示，“如果老
板比较仁义，不打算干的时候可
能会通知顾客退定金，但一走了
之也很简单。”

王先生提醒说，市民如果决
定拍婚纱照，最好是交定金后尽
快拍摄。同时，定金的金额尽量
不要太高。“如果交了不想拍，想
要退定金也是非常麻烦的，因此
交钱的时候务必考虑清楚。”

投诉遇难题 工商所和派出所都说得找对方

这事挺普遍 收了定金又关门的婚纱馆去年至少有5家

13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这
家维多利亚婚纱摄影馆在一些
网站上依然有团购，有效期到今
年的4月份。而当记者来到这家
婚纱馆的时候发现，虽然婚纱馆
的门头还在，但大门早已紧闭，
并且落满灰尘。玻璃门内用东西
挡住，通过缝隙看进去，还能看
到一些相框摆在地上。

“这家店关了得半年多了”，

婚纱馆对面一家店铺老板告诉
记者，由于关门比较突然，刚开
始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
找，最近两三个月人才慢慢少
了。

刘女士表示，之所以会在婚
纱馆关门半年多以后才得知，主
要是因为定金的有效期比较长，
所以没有太当回事。而近日记者
走访了6家婚纱摄影馆，发现几

乎所有的婚纱馆都会提前收定
金，并且定金的有效期都很长，
多集中在2—3年。

其中，在经十路附近一家婚
纱馆，当记者以顾客的身份咨询
套系价格时，工作人员十分热
情，并且表示这是最近的活动价
格，非常合适。记者表示还需要
再考虑一下，工作人员表示再过
一周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先支付

少量定金预订，三年之内来拍都
可以。

提前支付定金，虽然能享受
优惠，但却需要承受一定的风
险。记者从12345市民服务热线了
解到，去年12345接到的关于婚纱
馆收定金后关门的投诉就有81
条，涉及至少五家婚纱摄影馆。
定金的金额也从200元到6999元
不等。

维多利亚婚纱摄影馆大门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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