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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YZ[“感谢昨天帮我找
回手机的哥哥们！”这是一张附
在外卖餐盒上的普通字条，卤肉
店老板张先生在上面写下了对
民警感谢的话语。3月 27日中
午，这份附带着感谢字条的外卖
被送到了江头派出所值班室。这
只是简单的一句感谢，而对民警
来说却是深深的激励。
这张感谢字条是怎么来的？
这要从一起案件说起。3月 26
日 10时许，江头派出所接到吕
岭路卤肉店老板张先生报警，张
先生称当天有人将他放在桌上
充电的一部苹果手机偷走了。接
到报警后，江头派出所迅速启动
案件快破机制，组织办案队民警
曹文霆、高文翔到现场开展调
查，经过线索追踪，嫌疑人活动

轨迹被锁定在环岛路一带。
民警 曹文 霆在 现 场蹲 守 3
小时后，于当天下午 4时在环岛
路将盗窃嫌疑人詹某强（男，
35
岁，福建省龙岩人）抓获，并当
场缴获张先生被盗的苹果手机。
审讯中，嫌疑人詹某强承认自己
在吕岭路沿街店面发传单时，趁
被害人张先生不备盗窃其手机。
事后，民警将手机归还给受害人
张先生。詹某强因涉嫌盗窃被依
法刑拘。
3月 27日中午，江头派出所
民警通过“饿了么”订餐并在线
完成付款，接单的餐厅恰好是张
先生经营的卤肉店。张先生发现
送餐地址是江头派出所后，便特
意在外卖盒上附上感谢字条，对
民警履职尽责、挽回其损失的行
81526239
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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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R __[“海
里危险，不要再往前走了！”2日
凌晨3点，岸上的好心人大声呼
喊，但是不远处海里的女子充耳
不闻，
不断往深水区走去。所幸，
曙光救援队闻讯赶到集美嘉庚公
园附近海域，
趁女子不备，将其救
回。
知情人士表示，女子因为感
情纠纷，
一时想不开才做出此举。
眼看着水越来越深，岸上人只好
选择求助。所幸，
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恰好在附近的杏林海域带队
执行海域搜索任务，他们在10分
钟内便迅速抵达现场。此时女子
情绪激动，
如果贸然救援，可能发
生意外。为了寻找最佳的救援时
机，
王刚把队员分成两组，悄悄从
两边靠近女子。同时，
岸上的人员
保持同样频度的劝说、
呼喊，让女
子放松警惕。
果然，
在走出一段距离后，女
子突然停下脚步，似乎在倾听岸
上人的喊叫。这是救援的最佳时

机，
王刚和队员们一起，趁女子走
神的瞬间，
冲上去将其牢牢拉住。
由于海水的浸泡，女子已经出现
了轻度失温情况，
神志有点模糊，
在海里行走时也擦伤了。
队员们迅速将女子抱上岸，
找来保温毯为其取暖。在等待急
救车的过程中，曙光救援队队员
还为女子初步处理了伤口。为确
保女子安全，王刚与民警将女子
交给其家人后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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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高速公路上有货物掉落，
贪小便宜的司机就把车停应急
车道上，准备把货物装车拉走。
厦门高速交警发现后，对其处
以记6分、罚200元的处罚。近
日，这起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在
沈海高速路上。
3月30日上午，厦门高速交
警支队民警巡逻至沈海高速公
路（漳州往杏林方向）东孚路
段时，发现一辆白色轻型货车

停在应急车道上，两名男子正
将两大箱货物往车上搬。民警
便上前了解情况。
原来，小货车驾驶员庄某
和两个同伴在漳州往泉州的路
上，发现了两大箱别人掉下的
货物，便准备把两箱物品装车
运回家。
现场，民警对庄某进行批
评教育。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
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庄某被
民警当场处以记6分、罚200元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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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 b[ 把手机放在
桥上后，
男子突然纵身一跃，从湖
明桥跳入了
湖。落水时，
巨大
的水花，
吸引了不少路人注意。很
快，
有人帮忙报警，有人想办法营
救男子，
一场救援随即展开……
这一幕发生在 2日清晨 8时
许的湖明桥靠槟榔路一侧桥头。
一名跑步路过的女士目击男子跳
水后，
设法救人。但是，这位热心
女士不识水性，只能在离岸不远
处停下，
一边等待消防官兵救人，
一边想办法请附近的垃圾清理船
前来协助。所幸事发地点距离接
警的消防特勤一中队营区较近，

消防官兵很快赶到现场。在做好
个人防护后，一名消防战士带着
救生圈下水救人。
很快，男子被消防官兵救上
岸。在等待急救人员过程中，
消防

官兵将抢险服盖在男子身上为其
保暖。万幸的是，因救援及时，男
子并无大碍。男子跳桥原因尚待
进一步调查。P(^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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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昌路路口，一名男子东张西
望后消失在监控中，紧接着该
监控便出现故障，近日，后溪派
出所抓获一名破坏路边监控设
备的犯罪嫌疑人。
自 3月 23日以来，后溪派
出所发现辖区内部分视频设备
遭受损坏，通过查看视频设备

损坏前的部分录像，
3月 27
日，后溪派出所民警确定案件
嫌疑人即为吴某方，并于当天
将吴某方抓获归案。吴某方对
自己故意破坏视频设备的行为
供认不讳，他称为了方便处理
自己盗窃、放置在周边的废旧
铁器，自 3月 23日起，先后 4
次破坏周围的视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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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委托，于 2018年 4月 12日 10时至
2018年 4月 1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巴巴旗下资产处置平台
（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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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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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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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 "#$$ &'%(!"#$!% #&#' &'%(!"#)*% '##'# &'+,!
"#-!% (()# &'%./012304 (*$*('" 52678 *&&&&& 59
详细清单请参阅海关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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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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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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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标的均为海关罚没物资，
货物品质及瑕疵情况以实物看样为准。
:;<=>2018年 4月 10日、
11日请提前联系拍卖行预约。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长河路 13号（厦门建发物流长乐仓
库），
请提前联系拍卖行预约。ABCD>0592-5110110、
13606088116
EFGH>www.
xm-bi
d.
c
n IJKLCD>0592-2355580
EF?H>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999号 3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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