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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白堤上一只垃圾桶推进西湖被刑拘
这是太阳能垃圾桶，
将近 3 万块一只
记者 刘云 郑亿 通讯员 张丹 吴平
4 月 18 日下午 2 点，岳庙派出所接到负责白
堤保洁工作的环卫工人姚师傅报警，说有个人把
西湖边的垃圾桶推进了湖里。
民警赶到现场时，那只垃圾桶还浮在湖面
上。后来，所里组织警力将这只垃圾桶拉上了
岸。民警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垃圾桶，是太阳能
的，能够自动压缩桶内垃圾，所以容量比同体积的
垃圾桶大得多，算得上高科技产品，价格也很惊
人。生产厂家售价为 29800 元，目前还需要物价
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价格鉴定。
一只垃圾桶，
为什么会这么贵？
西湖边的垃圾桶，都由西湖景区市政市容管
理中心统一管理。西湖景区市政市容管理中心副
主任蒋应明说，很不巧，被推下西湖的那一只，是
太阳能垃圾桶。
太阳能垃圾桶，工作原理也蛮简单。垃圾桶
的顶部，都装了一个太阳能面板，每天只要有太阳
露面，
它就会收集阳光。
收集了阳光，就转变为能源，带动太阳能板下
的压缩机工作。压缩机可以对桶里的垃圾进行压
缩，
就好比果核、
纸巾一直往桶里扔，
桶里快要满的

时候，
压缩机就会自动启动，
把桶里的垃圾压压实，
这样不用倒出来，
就又有了空间，
可以继续往里扔。
有了压缩机，原本肚量有 100L 的垃圾桶，就
可以变大 6-8 倍。而且，它也不需要人怎么花心
思，只要收集 4 到 6 小时的太阳光后，就能确保垃
圾桶工作近两周的时间。
蒋应明说，这样的太阳能垃圾桶，西湖边只有
10 只 ，都 装 在 白 堤 上 ，也 就 是 断 桥 至 锦 带 桥 之
间。大约一年前，生产厂家做推广，想到西湖边试
试效果，免费装了 10 只。10 只垃圾桶，外面都画
了西湖十景，
和西湖景区也蛮搭。
试用了一年，清洁工人反映，和普通垃圾桶
比，这 10 只太阳能垃圾桶的清理频率要少一些。
尤其是节假日，一般垃圾桶一下子就满了，一天要
清好几趟，太阳能垃圾桶就不会。
另外，西湖边哪怕是普通垃圾桶，价格也都不
便宜，因为风吹雨打，所以用的都是不锈钢，每一
只大约要一千元的样子。
一般来说，西湖景区里每 50—100 米就会有
一只垃圾桶，就以白堤来说，因为游客量大，每 50
米就会有一只。
把如此高规格的垃圾桶恶意弄进湖里，显然
已经是刑事行为。

民警找到报警的环卫工姚师傅，问他到底怎
么回事。
据姚师傅说，事发时他正在扫地，抬头一看，
一个路过的拾荒男子，把一个放在岸边的塑料饮
水杯捡了起来，看样子是准备当废品收走。他记
得这只水杯是一个放风筝的游客放在地上的，他
就走过去跟这位游客说了，那个游客就跑过来，从
拾荒男子手里夺下了水杯。拾荒男子没有跟水杯
主人生气，倒是跑过去对垃圾桶搞破坏。这么重
的桶，他一个人把它推倒了，
然后又推到湖里。
姚师傅说，拾荒男子身高一米八出头，是个彪
形大汉。
民警根据姚师傅提供的信息，沿着白堤搜
索。当天下午 3 点，在西湖美术馆门外东躲西藏
的嫌疑人，被民警抓获归案。
嫌疑人姓赵，43 岁，山东人。赵某说，他前不
久刚来杭州打工，但工作一直没有找到，无奈只好
沿着西湖捡捡饮料瓶为生。他之前捡那个岸边的
饮水杯，并没想到是有主的，不想姚师傅不来跟他
说，直接去找了水杯主人，让他觉得没法下台，他
这才情绪失控，决定报复。
昨天，赵某因涉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被景区
公安分局刑拘。

下午躲进楼梯间 凌晨动手偷金店
记者 郑亿

通讯员 周德峰

谢先生在余杭乔司某大型超市的一楼大厅开
了家金店。因为门店不止这一家，他平时只偶尔
去乔司看看。
4 月 16 日凌晨，超市那边工作人员给他打电
话，
说刚刚店里进贼了。谢先生连忙赶去乔司。到

店里一看，柜台全给人砸了，偷的都是黄金饰品和
钻戒，
加起来有 250 多件，
少说价值 100多万。
余杭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最后锁
定了在乔司某网店做客服的 26 岁江西男子汤某。
4 月 19 日下午，专案组民警在汤某鄱阳县双
港镇的家里把他抓获。同时也缴获了本案中被盗
的全部 250 多件金器、钻戒。

汤某交代，他是为还赌债才想到了夜盗金店，
4 月 15 日下午，他假装逛超市，跑到超市四楼的偏
僻楼梯间里躲了起来，等到时过凌晨，他才拿着事
先准备好的工具，下楼砸了金店柜台，把财物一扫
而空。
目前汤某已经因涉嫌盗窃，被余杭警方刑拘，
案件进一步调查中。

手头没钱还信用卡 戴上头盔入室盗窃
记者 郑亿

通讯员 俞微微 顾关生

的陌生男子。
头盔男也吓了一大跳，从腰间抽出一把水果
今年 4 月 9 日下午 2 点，家住萧山临浦的袁 刀，怒吼“再叫捅死你！”说完真的举刀捅了过来。
女士临时有事回一趟家，进门就发现，客厅里的 袁女士避让不及，
脖子上被划了个口子。
抽屉都大敞着，还有不少抽屉里的东西被翻出
趁袁女士吓得愣住，头盔男夺门而出，跑到楼
来，随手扔在地上。她以为是老公回来找东西， 下，
骑着一辆电动车跑了。
就 很 生 气 地 说 ，你 找 什 么 呀 ，把 家 里 翻 得 这 么
邻居听到动静，赶来帮袁女士报了警。
乱？她边说边往卧室走。结果，一进卧室，她惊
袁女士被盗 4 条金项链、几只金手镯、金戒
呆了，在翻东西的不是老公，而是一个戴着头盔 指，
加上一台 iPad，
损失在 6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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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请 “律师来了”

【特别提醒】如果您想找律师，请通过“律师来了”平台，由我们帮您选定适合您的律师，凡通过我们平
台选定的律师，我们会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全程跟踪与监督。
另外，每天咨询的用户非常多，请您把自己的情况和想要咨询的问题尽量在一条信息内说清楚，这样
有助于我们的律师为您精准答疑，提高咨询效率。谢谢。

微反馈

民警在村口蹲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 8
点 40 分，头盔男骑着电动车出村，被民警一拥而
上拿下。
男子姓厉，35 岁，本地人。据厉某交代，他家
里造新房，欠了十多万的债，经济状况紧张，最近
他信用卡里又有 3000 元待还，生怕过了还款期
限，影响今后的信用记录，就动了歪念，戴上头盔
备好小刀，爬窗入室盗窃。
目前，厉因涉嫌抢劫，被萧山警方刑拘。

扫一扫
加
“律师来了”
微信
为你寻找合适的律师
“律师来了”
（微信公众号：kblst2014）除了为用户
提供免费在线法律咨询，也开通了微商城（点击公众号
底端菜单“专属律师”
），推出“面谈律师”、代写代审合
同文书等法律服务产品，您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
能便捷下单享受服务。

高峰 王倩 何小燕

房产证上是公公婆婆的名字
现在我们要离婚

角度出发，
看哪方抚养更有利。比如离婚前小孩随 昌做生意，我又不知道详细住址和做生意的地点，
哪方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 我现在该怎么办？
明显不利的，离婚后的经济生活条件等综合考虑。
“律师来了”
签约律师钱思洋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微友问：关于离婚问题我想咨询下，我和老公 如果小孩归你，
你可以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
如果有采购合同，加上发货单或物流单就可
2008 年结婚，2009 年女儿出生，婚后 2011 年老公
你们名下的 10 万元如果是在婚内产生的，你
以主张货款了；如果没有合同，则需要看发货单或
家因危旧房改造，分到两套房子，房产证上的名字 可以主张一半。
物流单上收货人是否同一个人？如是同一个人，
是公公婆婆，
现在住在一起。
关于车子，因车主登记为你公公的名字，名义
2013 年，我们买的车子，大部分钱是我们出 上车子属于你公公。如果你有证据证明车子实际 发货单上也有金额，则也可以以双方达成了口头
协议，并事实履行，来主张货款，对方如对货款的
的，但车主名字是我公公，我们名下就 10 万元钱， 车主是你们的，
你可以主张分割一半。
价格等有异议，由对方来提。
我是外地人，户口也在老家没有迁到杭州，在杭州
对于旧房改造的房子，如果有证据证明部分
至于没有他的详细地址和生意地点，建议提
无依无靠，
我每个月工资只有两千，
老公是杭州人， 系夫妻共同财产，
亦可主张分割。
供身份证或电话号码信息，通过公安或通讯部门
每月工资四千多，公公婆婆都有退休工资，现在老
进一步了解。
公以没有感情为由提出离婚，
请问按照法律我几岁
他欠我钱但是没欠条
起诉时可以合同履行地或被告所在地（被告
的孩子会判给谁？我能不能要求补偿？
微友问：别人生意上欠我钱，可没有欠条，只 住所地与最后连续居住地不一致的，也可以由居
“律师来了”
签约律师姚祎颖（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有发货单和物流单，我讨了好几年，他总是以种种 住一年以上的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法院提起。
小孩两周岁以上的，
一般从有利于小孩成长的 理由不跟我算账，人不见我，问题他是宁波人在南 供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