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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窝小偷开年会 策划在武汉“比武”
各地
“代表”正在地图上划分地盘被警察一锅端
核心
提示

3 月 2 0 日，武汉警方捣毁一个盗窃团伙，刑拘 1 3 名窃贼。警方实行抓捕时，该团伙正在召开“
全国代表会
议”，来自湖南、山东等地的“
代表”正在比对武汉地图划分地盘，交流行窃经验，组织盗窃竞赛，一周内偷钱最
多者获胜。 据团伙会议记录规定，成员一旦被捕不能出卖组织。

今年 2 月 26 日凌晨 3 时，江岸车站路中山
大道临街一服装店发出报警声。 民警调取沿途
10 余个监控探头发现：几分钟前，3 名男子正要
实施盗窃。 民警尾随追击，抓获一名盗贼。 经突
审，该男子是聋哑人，姓梁，21 岁。
面对民警各种方式的讯问， 梁某拒不交代
同伙下落。 匪夷所思的是，梁某背后是一个全国
性的盗窃团伙。 江岸警方 3 月 20 日宣布：已捣
毁该盗窃团伙，刑拘 13 名窃贼。

民警佯装查房碰上小偷年会
民警调查梁某行踪， 发现 3 天前， 他在辖
区一家快捷酒店有开房记录。 为不打草惊蛇，
次日中午警方才进入该酒店。 调阅酒店监控录
像发现， 两天来， 有伙神秘青年， 在深夜 3 人
一组外出， 接近凌晨回酒店， 回来时表情兴
奋。

酒店称，这伙人共开了 3 间房，白天几乎见
不到人， 晚上则频繁外出。 民警佯装酒店服务
员，以打扫卫生为由，挨个开门查看，前两间房
空无一人，打开 407 号房门时，民警大吃一惊，
12 名聋哑青年将客房挤得满满当当，床头正摆
着一张武汉地图。
民警当场控制住这伙人， 起获部分赃款及
湖南、山东、辽宁等地来武汉火车票。“这是全国
各地的‘代表’。 ”武汉盗窃团伙头目杨某的交
代，让民警大吃一惊。 杨某交代，他们正比对武
汉地图，划分地盘，开展一年一度的盗窃竞赛，
借此交流行窃经验和注意事宜。

开会有笔记
包括先前抓获的梁某， 有 6 人系武汉盗窃
团伙成员，另外 7 人分别来自山东、辽宁、湖南
等地。

浙江一公交公司教司机认豪车标志

撞了赔不起 遇见赶快躲
据浙江在线消息 豪车凶猛，咱们撞不起，
只有躲了。3 月 20 日，金华市公交公司某车队在
办公室内贴出了一张“豪车标志识别图”，工作
人员说，这张识别图是为了让司机们恶补“豪车
车标知识”，“现在公交车优先的概念并不普及，
这是我们的无奈之举。 ”

“豪车车标识别图”引围观
在“豪车标志识别图”上，记者看到了有宝
马、奔驰、劳斯莱斯、林肯等十余种豪车的车标。
工作人员说， 公交车司机对于豪车车标的认识
比较有限，宝马奔驰还能识别，但玛莎拉蒂等比
较少见的豪车车标，几乎就没人认识了。
在接连发生豪车车祸之后， 车队的工作人
员和司机们都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一名公
交车司机说， 这个识别图可以起到很好的提醒
作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这个图，可以减轻
司机们的压力，并提醒司机要谨慎驾驶。 不过他
也坦言， 这其中也有对豪车车祸天价赔偿的担
忧。“
你想一想，和那些豪车撞一下就要赔几十
万元， 我们一辆高档点的公交车也就二十来万

杨某交代， 他们全部以临街玻璃门店为行
窃对象，按业内比赛规则，只拿现金，什么都不
要，一周内偷钱最多者获胜。
警方调查得知，这伙人常年通过网聊联系，
多人曾有盗窃前科， 流窜全国专挑临街商铺进
行拉门盗窃。 由于武汉交通便利，这次来汉，既
是聚会，也是开一年一度的年会。
一名盗贼的会议笔记这样写着：动作要快，
不能拖泥带水，遇到有报警器的商铺，必须立即
离开……万一被抓，只能说偷过一次，绝不能出
卖朋友，否则按行规处理……民警透露，这个盗
窃团伙在全国各地都有“驻站”，组织严密，平时
互通信息，有时分片区作案，有时集体盗窃，一
旦有人违反行规，轻者驱逐出组织，重者将受到
打骂等惩罚。
目前，这 13 名窃贼已被警方刑拘，此案正
在进一步深挖中。
（据《楚天都市报》）

乞丐
“喊话哥”
救轻生男子获嘉奖

进小学读书圆上学梦

元，这个赔法怎么吃得消！ 看到豪车撞不起，那
只有躲得起了。 ”

公交车路权很尴尬
原本有优先路权的公交车也要躲避这些豪
车， 这背后折射的是公交车路权在市区道路上
的尴尬现状。
2011 年，金华市区一环线上，有关部门设置
了近 10 公里的公交专用车道。 政府也一直在提
倡公交车优先的理念。 但到了马路江湖之中，公
交车的优先权很难落到实处。
“专用道能用上的时间并不多，最让人头疼
的还是私家车在公交车车站违停， 这个现象在
江北路段尤为突出，我们进站特别费力。 ”33 路
的司机说，对于公交车优先这个概念，不少私家
车主并不清楚。
“我认为公交车优先的概念要普及，这需要
一个过程。 ”公交总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
他说，应该让私家车车主们明白，公交车优先，
得利的不是公交车司机本人， 而是乘坐公交车
的乘客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
敢扣我，马上停掉你们公安局的网络”
3 月 17 日，一篇题为《干部醉酒、假驾驶证
驾驶车辆》的网帖在多个网站及微博上传开。
网帖称，3 月 12 日晚，通城县广电局副局长
徐某醉酒后用假驾驶证驾驶车辆， 被通城县公
安局巡逻大队查处。 醉酒太深的徐副局长说：
“
我又没轧死人，干吗扣我？ 你们敢扣我，我马上
停掉你们公安局的网络”，随后他通知广电局将
公安局网络停掉，还扬言，要将查处他的公安干
警金某在通城广电网络公司 ( 从广播电视局分
出来的) 工作的女儿开除，性质相当恶劣。
网帖发出后，不少网友跟帖，指责徐某的嚣
张和霸道，希望相关部门公正处理。
近日，记者赶往通城县采访。 知情人士称，
徐某被处理时非常嚣张， 曾指着处警民警金某
大骂，还说自己与公检法很熟。

威胁开除处警民警女儿，还推搡民警
得知民警金某通过步话机通知同事前来扣
车扣人时， 徐某打电话通知停掉了警方的步话
机， 并威胁要开除民警金某在通城广电网络公
司工作的女儿。 其间，他还推搡殴打金某。

通城广播电视局：
“要说袭警，应该不可能”
通城县广播电视局负责人杨伟民介绍，48
岁的徐某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 20 多年，担任副
局长十余年，事发前分管广播事业。“我曾多次
公开讲酒后不要驾车，可能是他心存侥幸。 ”
“态度不好，推搡可能有的，要说袭警，应该
不可能。 ”杨伟民称，他于 3 月 13 日上午接到警
方通报时才知道徐某出事了。
通城县公安局巡逻大队一当班民警告知，
金某叫金世龙，年近 60 岁。 该巡逻大队大队长
杨琼介绍，金世龙伤势不严重，没有住院，已经
正常上班，至于其他情况，他不肯透露。 通城县
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胡新全对此没有回应。

徐某血液酒精含量 240mg/ml
根据通城县委宣传部通报称，3 月 12 日晚8
时许，徐某在该县农业局开完会后，陪客人吃饭
完毕，自行驾车回家，驾车行至距离单位约200
米处，车子发生故障熄火了。 恰在此时，一辆巡
逻警车路过，巡警下车“帮忙”，发现车子无牌，
且徐某满口酒气，遂扣车扣人。 后经酒精检测，
徐某血液酒精含量 240mg/ml( 8 0 m g
/ m l 为醉驾) 。

据钱江晚报消息 参加婚礼一般
都是客人给新人送红包礼金，但在浙江
宁波横街镇半山村， 上周发生了一桩
“
美事”。 当地一位网友爆料，在一场农
村婚礼上，来喝喜酒的人每人收了一万
元，连帮忙的都有份，最多的一户人家
当时有 12 个人去喝酒，一下就拿了 12
万元。 随后网友补充说，发钱的老板就
是这个村的，姓钱，每年都给附近的敬
老院捐十几万元，很大方。还有村民说，
他曾用 120 万元买了杭州的一块车牌
“
浙 A88888”，还曾开回村里。
记者在半山村了解到，喜酒是在上
周一办的， 发钱的老板是新郎的表哥，
大概发了 200 多万元。
新郎爸爸告诉记者：“本来也没想
多叫朋友，来的都是亲戚，我们也不想
搞大，只想热闹点儿。 发钱的是我儿子
的表哥，他比较富，我们家是没钱的。他
发钱，只是想让大家开心一下吧。”新郎
爸爸说，来参加婚礼的表哥，送给结婚
的表弟一辆兰博基尼。

高速路上被抢
原是亲戚干的
据信息时报消息 车主在高速路
上遭遇两辆车的围攻，共被抢走折合人
民币近 1400 万元。 广州警方 3 月 20 日
首次公开劫案内幕：这是一起有预谋的
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与事主是亲戚关
系，曾在 2 月有过一次未遂抢劫。

3 月 5 日晚，司机吴某驾驶一辆银
灰色现代轿车搭乘事主杨某和郑某两
人， 从广州出发前往深圳，2 2 时 4 5 分
许， 当其驾车驶过北环广氮收费站后
6 0 0 米， 进入广深高速的匝道上时，突
然被前面一辆无牌白色面包车和一辆
银色广本车拦截， 约 1 0 名嫌疑人手持
枪状物、短刀、斧头等器械，劫走事主放
在车内后排的钱物， 折合人民币近
1 4 0 0 万元。 嫌疑人随后将事主押上面
包车带至一偏僻路段丢弃。

900 万元藏在神台下的暗格里

酒驾被查竟断公安网
没想到金某很“固执”，根本不吃这一套，坚
决要依法办事。 最后，支援民警赶来，将徐某控
制。“醉驾者身材高大壮实，那位处警老民警根
本不是对手。 ”有目击者称。

表弟结婚表哥发钱
参加婚礼者
一人一万元

案件回顾

湖北省通城县广播电视局一副局长
据长江商报消息 湖北省通城县广播电视
局副局长徐某醉酒驾驶无牌轿车回家时， 被当
地巡逻民警查获，徐某极不配合，打电话停掉了
警用步话机，还扬言开除处警民警女儿。 记者调
查了解到，徐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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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辉是宿州埇桥区一位 3 1 岁
农民，由于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
残疾，双腿不能走路，在舟山长期以
乞讨为生，因喊话劝导一名轻生男子
感动了很多人， 被网友称为“喊话
哥”。 3 月份，李小辉重回舟山，在媒
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进了当地一
所小学，圆了自己的读书梦。
去年 1 2 月 5 日， 正在路边乞讨
的李小辉看到有人站在一个大厦楼
顶想要跳下，情急之下，他对着楼顶
大声喊话劝导，直到该轻生男子被劝
下楼顶。 他的举动感动了很多人，被
评为安徽省 1 2 月份十佳精神文明事
迹之一。
在宿州老家待了几个月之后，李
小辉前不久又回了舟山。 由于从小看
病和身体残疾，李小辉从来没有读过
书，原本打算在家乡做小生意的计划
也因文化知识缺乏而搁浅。 3 月 1 9
日， 在当地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李小辉进了舟山的一所农民工子
弟学校，正式开始上学，成了一个 7
岁孩子的同桌。 学校还为他免去了学
费， 给他配了一间单独的校内宿舍。
他的计划是一年内学完一到四年级
的课程，老师们表示将会利用课余时
间帮他补课。
（据《钱江晚报》）

广州警方表示，经过缜密侦查迅速
锁定犯罪嫌疑人。 3 月 7 日 13 时 50
分，在惠来县伏击的便衣民警包围了嫌
疑人方某的住宅， 成功抓获了方某、许
某等两名广东惠来县籍抢劫犯罪嫌疑
人。 广州警方人士表示，3 月 8 日凌晨 5
时， 在惠来县嫌疑人方某住所内神台
下，被一块 200 多斤重的石板压住的暗
格里缴获赃款折合人民币 900 多万元。
随后，广州、佛山方面已经连续伏
击近两天一夜的民警全面收网：在广州
市海珠区抓获方某、黄某等两名抢劫犯
罪嫌疑人，缴获赃款折合人民币 200 多
万元； 在佛山市抓获魏某 （河南临颍
人）、杨某（重庆人）两名抢劫嫌疑人，分
别在魏某办公室的杂物中和杨某汽车
后备箱暗格内缴获赃款折合人民币
200 多万元， 并缴获作案车辆一台；在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某医院门口抓获
许某等 2 名抢劫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
车辆一台。
该团伙嫌疑人对 3 月 5 日在广深
高速公路抢劫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亲戚是主谋早前失手过一次
广州警方 3 月 20 日披露真相表
示： 经审讯查明， 犯罪嫌疑人方某、许
某、黄某是该团伙主犯，其中许某与事
主杨某是亲戚，但关系并不和睦，非常
了解杨某的情况， 对杨某起了歹心，与
结拜的“大佬”方某、黄某自 2011 年就
开始蓄谋抢劫杨某。
“今年以来，他们数次踩点，走作案
路线， 并于 2 月下旬有过一次预谋未
遂的作案。 ”广州警方表示，目前，此案
的追逃、 追赃等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