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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走相机后
“良心发现”，
返回现场想归还
结果办公室门锁了，还碰上大妈来搞卫生

小偷“演技”大爆发
大妈还真信了……
本报讯 男子欧某潜入某环卫公司四楼盗窃了一部相机，离开办公楼几十米后良心发现欲送回，折返后却发
现房门锁了，遂将相机丢弃在该公司卫生间的垃圾桶内。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
告人欧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 见习记者 吴兴

偷走相机后欲归还，躲进女
厕所被发现
今年 2 月 18 日，欧某窜至海口市某环卫公司四楼总经理何
某办公室，用脚踹开办公室大门，发现办公桌上有两台黑色相
机。欧某觉得其中一台佳能相机挺好看，遂将之盗走（经鉴定，
该相机价值人民币 4350 元）。当欧某走出该环卫公司办公楼几
十米后，
良心发现，
觉得偷东西不好，
于是决定将相机送回。
欧某折返该环卫公司四楼时，发现楼道的玻璃门已锁上，
无法再进入。于是，欧某便来到四楼女洗手间，准备将相机丢进
垃圾桶，
不料却碰上前来打扫卫生的梁阿姨。

谎称来检查卫生，夸得搞卫
生的阿姨直乐
看到一个大男人鬼鬼祟祟地进了女厕，梁阿姨起了疑心，向
欧某问道，
“你是干吗的？”欧某佯装镇定地说，
“我来检查看看你
们的卫生到不到位。”梁阿姨一听，赶紧说，
“那你看阿姨搞的卫
生干净啵？”欧某竖大拇指说，
“干净，很好，领导检查要评比的，

阿姨，领导要奖励你了，你搞的卫生很好，我要拍照，把照片洗出
来给领导看。”没有被梁阿姨识破的欧某，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
四楼卫生间，因为急于将相机脱手，欧某匆忙下到三楼，将相机
放进三楼洗手间的垃圾桶后迅速离开。

偷走后归还一样要判刑，但
依法可从轻处罚
2017 年 2 月 22 日，欧某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公安机关抓获，
次日被刑事拘留。2017 年 4 月 14 日，公诉机关对欧某提起公
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欧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价值人民币 4350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欧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且被盗财物已全部发还被害人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可
从轻处罚。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
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适用缓刑。根
据被告人欧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
龙华区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会开各种车还会修车，
偏偏要做贼
男子伙同他人盗窃汽车 32 辆销赃 28 辆，被临高警方抓获
□记者 罗晓宁 通讯员 毛志君
本报讯 临高县警方连续作案，捣毁一盗窃汽车链条，抓获 3 名
嫌犯，
破案 32 宗，追回被盗汽车 6 辆。
2016 年 12 月 13 日、今年 2 月 6 日，临高警方分别接到报警称：
临高县城三号桥附近一条小巷内，一辆皮卡车被盗；临城天马汽车修
理厂一辆皮卡车被盗。办案人员发现，两辆被盗皮卡车均行驶到多
文镇红华农场一带就消失，线索就此中断。办案人员在海量视频中，
发现同一个车牌号琼 A55572 先后在 3 辆不同汽车上套用，套牌均使
用一至两次后，该汽车便消失不见踪影。侦查员还发现，紧随“消失”
被盗车辆的，还有一辆金黄色海马汽车。侦查员将此辆汽车作为嫌

疑人盗窃机动车驾驶的作案工具，进行紧密跟踪调查。由此揭开了
同一个车牌号琼 A55572 后的一串
“秘密”
。
侦查员初步锁定盗窃汽车嫌疑人为 2 人，发现一外号叫
“不二”的
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不二”
真实姓名为李某学，
是一名吸毒人员，
有
盗窃、
“两抢”
犯罪前科，
没有正常收入来源，
每天吸毒开销大，
经常深夜
从海口、澄迈等地区返回临高。此外，
李某学掌握汽车修理技术，
熟练
驾驶各类车辆。经过两周的细心跟踪守候，今年 3 月 23 日，办案人员
在临城镇车站附近一出租房内，
将李某学抓获。随后抓获其同伙李某
鑫及杨某用。经突审，
李某学、李某鑫均交待在海口、澄迈、儋州、临高
等地共作案32 起，
盗窃汽车32 辆，
其中28 辆已销赃售卖。目前临高警
方已追回被盗汽车6辆，
追赃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短短 3 个月，东方市多个小区地下车库车辆被盗

面包车
“神偷”，不到半年偷 15 辆
□记者 罗晓宁 通讯员 苏晶 邢薇薇
本报讯 近日，东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抓
获一名盗窃汽车犯罪嫌疑人罗某（男，36 岁，乐东利国镇赤塘村人），
破获盗窃汽车案 15 起，涉案价值 70 余万元，追缴被盗汽车 7 辆，缴获
疑似毒品 3 小包及作案工具一批。
2 月 12 日，八所镇涛昇国际小区地下车库里，一辆银灰色面包车
被盗；2 月 14 日，涛昇国际小区地下车库再次被盗 2 辆面包车；3 月 7
日，碧海云天小区停车场里的白色面包车被盗……短短 3 个月内，东
方市城区多个住宅小区先后发生车辆被盗案件。
东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组建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侦工作，并

到案发地点开展蹲点守候，查到涉案男子名叫罗某，绰号“神偷”，曾
因犯盗窃罪、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处理。在乐东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支持下，专案组获知，5 月 1 日晚，有人约其到乐东利国某宾馆见
面。得到情报后，专案组警力 10 人迅速赶往乐东利国蹲守，伏击便
衣民警在停车场见一名男子从轿车里出来，该男子体型微胖，身上外
套与嫌犯穿着极为相似。民警先靠近该男子，趁其放松警惕还未反
应过来，
快速出击当场制服。
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民警连夜对其突审，经过 2 个多小时的较
量，嫌疑人在大量证据面前败下阵来，当场供认从 2016 年 12 月份至
今，
共盗窃五菱牌面包车 15 辆，
涉案总金额 70 余万元。
目前，
罗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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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区启动湿地
保护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林先锋 龙泉
本报讯 昨晚，
“ 湿地保护 从我做起”——海口
琼山区湿地保护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启动暨“创文”
宣传夜市大集活动在该区“双创”广场正式启动，
以宣传琼山区“双创”成果，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知
晓率、参与率、支持率和满意率，助推琼山区“双
创”工作。
琼山区委书记孙芬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后，海口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韩美为琼山区湿地保护志
愿服务队授旗。海口市粮食局还为府城、滨江、凤
翔、国兴等 4 个街道各赠送 2500 袋大米礼包，同时
现场开展“双创”成果宣传、妇女维权、禁毒、环保宣
传等志愿服务活动。据了解，接下来该区将开展湿
地保护主题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持续开展湿地周
边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等。

第八届海南（屯昌）农
民博览会今日开幕
□实习生 刘柯娜 记者 罗晓宁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第八届海南（屯昌）农
民博览会今日开幕，主会场设在屯昌农博城，3 个
分会场分别设在猪哈哈农场、屯昌梦幻香山芳香
文化园和屯昌中部家居建材城广场，有 4 大类 17
项重点活动，为期 3 天。屯昌县委常委、副县长潘
乙宁介绍，今年的农博会总布展面积 4 万平米，设
4 个展示区展馆、4 个展销区展馆，另设美食一条街
展区，全部展台展位达 1000 多个，除了省内的企
业，还有来自国内 16 个省、区、市（包括台湾地区）
以及越南、泰国、肯尼亚、法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
共 800 多家企业。
本届农博会将举办两场农产品产销对接会：一
是由省农业厅、省商务厅举办的采购项目签约仪
式，11 个市县 20 笔订单将签约，屯昌县 3 个招商项
目签约；二是农业厅、文昌市政府主办的文昌鸡推
介暨产销对接会。农博会为全省农产品产销企业
打造了良好市场环境。

扒窃后骑电动车闯红灯
这么嚣张，
不抓你抓谁！

便衣一声吼
交警来帮手
看你往哪跑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记者 张野
本报讯 昨日 8 时 40 分许，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龙华大队七中队协警王论波、陈文平在国贸十
字路口执勤时，发现一名穿黑色上衣男子驾驶一辆
无牌电动车在斑马线闯红灯，便上前准备将其拦停
检查。此时，突闻有人大喊一声，
“ 他是扒手，抓住
他！”协警王论波、陈文平迅速反应，立即徒手实施
控制，该男子意欲逃逸。最终，在随后赶到的几名
便衣协助下，
成功制服该男子。
经了解，该男子实施扒窃后被龙华分局飞龙便
衣大队队员跟踪，见其被交警拦停，于是立即提示
交警，合力将其抓捕。其间，由于该男子极力反抗，
导致协警王论波手臂被电动自行车钥匙刮伤。王
论波受伤后仍然坚持参与抓捕，受到周围群众的一
致好评。
经查，该男子涉嫌扒窃一名女士手机，目前已
移交辖区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