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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故事

通讯员 吴小菲 钟娜

!"#

记者 陈超

身材足够瘦 刚好钻门缝
.0 岁的小郭被抓时还在网吧上网，熬了两个通
宵，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小郭来宁波两星期了，一直没找到工作，
平时要
么在网吧通宵上网，要么在老乡家打个地铺。
' 月 .' 日凌晨 2 点，小郭从网吧出来 ，两 手
空空。
小郭在街上闲逛，忽然发现，邱隘大道一家影楼
没有卷帘门，
只有一条很长的铁链锁挂在玻璃门上。
小郭上前推了推，玻璃门被推开一条缝，
身材瘦
削的小郭侧身试了试，刚刚可以挤进去。
凌晨 #3%!，小郭蹑手蹑脚溜进店里，弓着腰到了
收银台，他先用手机内置灯翻看了收营台抽屉。
#30%，小郭拎着两台笔记本电脑离开。
他不知道，监控已经清楚地拍下了全过程。

有事

第二天早上，影楼老板向邱隘派出所报警。
民警李杰调出影楼和影楼门口的道路监控，不
过，凌晨监控只拍下小偷的身影。
通过监控一路跟踪，李杰发现，男子出现在附
近的一家出租房。
好在这一带监控设备完善，当天早上 ) 点 )%
分，男子又出现在影楼门口，这次他手里拎着两只
黑色的手提袋，
而且监控拍下了男子的正脸。
李警官把监控时间往前移，发现男子是从一家
网吧出来后进入影楼的，根据男子进入网吧的时间
查询登记信息，加上监控截图，警方确认男子身
—郭某，.0 岁，河南人，有过一次盗窃前科。
份——
前天凌晨，
民警守在网吧门口，
将小郭抓获。
目前，
小郭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刑拘。

! 鄞州邱隘派出所

辖区地处宁波市东郊，区域面积 .2 平方公里，下辖 *1 个行政村、
2 个社区，总人口 24/5 万人。所里
共有民警 $( 人。

一句话认识一位民警
李杰：从警 1 年，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自从当了刑警，生活很不规律，常常深更半夜一个电话说走
就走，所以一有空就回家陪老婆孩子，
偶尔也会做做家务，
带儿子去玩具城逛逛。

郭某从收银台里翻出电脑包

雇了铲车 偷搅拌机
卖废品卖了 .%%% 多
昨天，). 岁的老汪终于睡了个安稳觉，搅拌机
被民警找回来了。听说嫌疑人落网，老汪赶紧到横街
派出所给民警道谢。
老汪是个小包工头，
平时揽一些工地的活计，有
一台搅拌机，没活的时候就放在横街镇万华村西王
晒场一块空地上。
' 月 .) 日，汪老板接到一个新活，到空地一看，
搅拌机没了，电动吊篮也没了，
当初买来时总共花了
'%%% 多元哪，汪老板报警。
民警叶宏平到现场查看了一下，发现周边并没
有监控。
叶警官和同事决定去附近的废品回收站碰碰运
气，几个人查了几天，把周边的几个大型废品回收站

有事

都排查了一遍，终于在集仕港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
了老汪的这台搅拌机和电动吊篮。
收购站杨老板说当时来的是两个男的，分两次
把货运来卖的。其中一个货车司机他认识，
姓许，是
老相识了。
通过杨老板，
民警找到了老许，
老许回忆，
这两次，
都是一个姓赵的四川人打电话让自己帮忙运货的。
通过老许提供的信息，民警很快确认了赵某的
身份。
' 月 #/ 日晚上 / 点半，民警得到线索，赵某在
海曙区一家宾馆入住，
当晚，赵某在宾馆落网。
经查，赵某无业，暂住在横街，曾有过多次盗窃
前科。

赵某说，
最近手头紧，平时路过横街万华村，看到
这台搅拌机无人看管，
于是动了念头。
' 月 0) 日下午 0 点左右，赵某打电话叫来一辆
铲车和一辆货车，
自称是自己的搅拌机，想要卖掉，并
让铲车司机把搅拌机铲到货车上。
随后又问货车司机哪里可以变卖，货车司机于是
介绍了集士港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最后，
赵某和货车司机把搅拌机运到了该废品收
购站，以 .01% 元的价格卖给了老板。
尝到甜头后，' 月 0( 日下午，赵某如法炮制，又
盗走吊篮，
以 /%% 元的价格卖给了杨老板。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被刑拘，杨老板因收购赃
物被取保候审。

! 鄞州横街派出所

辖区横街镇位于宁波市西郊，属于山区半山区乡镇，
离宁波市区 0% 公里左右。镇域面积 0.04' 平方公里，
下辖 .( 个行政村，
常住
. 个居委会，
人口五万余人，所里共有民警 *. 人。

一句话认识一位民警
叶宏平：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
毕业后考了公务员，成了民警，
叶警官笑笑说抓犯人和数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都需要很强的逻辑感，平时打
打篮球，有空时喜欢和家人到周边风景好的地方徒步旅行。

人在法庭

电动车自燃烧坏出租房
租客怪房东大热天不装空调
通讯员 北璎

记者 蒋煜明

最近动辄 !"!的高温天让人抓狂，北仑法
院昨天调解了一起案子，当事人也称是“高温惹
的祸”。
河南小伙秦某 #" 多岁，在北仑工作。$%&%
年，他看中新碶某小区的一个群租房，租下其中
一个套间。
去年 ' 月初的一天，秦某出门办事，
把自己的
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房间里，回来后发现，车自
燃了，更悲剧的是，车自燃时还烧着了出租房里
的家具、电器、墙壁等，合租者和邻居都吓了一大
跳，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听说出租房起火，房东胡某急急赶来，一看
就心疼得不行。他找秦某要说法：
“是你电动车连
累我房子的，你要给我负责。”
秦某不以为然：
“ 天这么热，车子自燃很正
常，你早听我的给房子安上空调就不会这样了。”
原来，秦某从入住起就多次要求胡某给出租
房安空调，说这是现在房子的基本配置。
胡某则认为，秦某开始就知道房子没空调，
如果不满意完全可以不租，实在要空调也可以自

己装，不租了再带走，自己作为房东，没有装空调
的义务。最后，
两人都没给房子安空调，秦某觉得，
正是这样才导致电动车自燃。
胡某觉得这是胡说八道：
“就算装了空调，难
道人都出门了，还会为了一辆车开着？”
曾目睹事发现场的邻居也不认同。
有人称，
秦某那辆电动车已经用了很久，
自燃
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秦某赖给天气，天气真是“躺
着也中枪”
。
知道秦某一时三刻不会赔偿，胡某先自己先
出了 ( 万元整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秦某还是不
买账。
胡某忍无可忍，
把秦某告到北仑法院，要求其
赔偿全部费用。
当了被告，秦某很委屈：
“不就是涂点油漆添
点家具吗，
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钱？我一个打工的，
一年工资都没 ( 万块。”
他觉得，
自己损失了一辆
电动车，
同样是受害者。
胡某不服气：
“你赔我 ( 万块，我赔你电动车
行不行？”
秦某不响了。
经过法官调解，昨天两人达成调解协议，
秦某
同意赔偿胡某 ) 万元。

咖啡厅抓赌
协警顺走赌徒手提包
记者 蒋煜明
奉化人赵某今年 !% 岁，是奉化公安的一名协警，平时负责开车，有时
单位搞一些执法活动需要较多人手时，赵某也会参与执法。
今年 ! 月的一晚，赵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到辖区一家咖啡厅查处赌博活
动，
在包厢查到一批赌博人员后，民警和协警有的将赌博人员带回去调查，
有的在现场登记搜缴到的物资，赵某负责后者。
在清点物品时，
赵某在包厢的茶几下面发现两个手提包，凭经验，他感
觉这一般都是放贵重物品的，顿时心思一动。考虑到现场还有同事在，
赵某
没有打开细看，悄悄藏进了沙发后面的角落。
执法活动结束后，
赵某又独自开车折返咖啡厅，把刚刚藏的两个包翻了
出来。回到车上打开一看，
包里有 * 万元现金和几张银行卡。赵某马上藏好
现金，
又去附近的 +,- 机试了好几次银行卡密码，
但全部不对，
悻悻回家。
几天后，几个赌博人员的案子处理完毕，他们要求民警归还自己落在
咖啡厅的手提包。但民警在收缴物品里左找右找都不见有这么两只包，再
去咖啡厅找，还是没有。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调出咖啡厅门口的视频查看，发现一个中年男人
在执法活动后带着两只包出了咖啡厅，从背影看很像赵某。
找到赵某谈话后，
赵某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说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
昨天，奉化法院审理了该案。法院审理认为，赵某身为协警，协助从事
公务活动，在执法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涉案财物，已构成贪
污罪，
最终判处赵某有期徒刑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