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招一：
水渠煤气管道当云梯

现在城市许多住宅的水渠、煤
气管装在户外， 而且紧贴阳台、窗
户安装， 犯罪分子极易借助水渠、
煤气管攀登入屋作案。 公安分局曾
破获一起高层住宅入屋盗窃系列
案，抓获窃贼欧阳连任。 这位窃贼
并非身怀绝技，只是利用安装在户
外的煤气管攀爬入室，最高爬至 21
楼。他两个月内在高层住宅作案 70
多宗，盗得 10多万元的财物。 被捕
后他交代，高层住宅的煤气管都是
紧挨着窗户安装，每层都有一条支
管， 既可当扶手又能作蹬踏点，爬
上楼方便得很。

黑招二：
攀爬防盗网如履平地

每家每户安防盗网是一景，但
安装不规范的防盗网中看不中用，
窃贼常常利用凸出的防盗网爬上
爬下作案。 据调查，发生的盗窃案
件有两种形式：一是撬开防盗网入
室行窃;二是利用防盗网爬上去，钻
入高层的住户作案。 不规范的安
装，虽然保护了自己，但损害了别
人，防盗网不防盗反而“助”盗。

黑招三：
趁你不在撬门入屋

这是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 早
期的防盗门只有几颗螺丝固定门
框， 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撬杠的力
度，一分钟就搞定。 近期防盗门在
结构及强度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但
随着微型气割工具的诞生，在我国
已经多次发现利用该工具进入室
内行窃的案例。

黑招四：
楼顶拴绳“荡秋千”

在著名的“陈旭然命案”中，罪
犯丁国礼就是利用消防水管从 33
楼天台滑下 31楼作案。 在此之前，

也发生过多宗类似手段的入屋盗
窃案。 上个月，某“高档住宅小区”
内发生抢劫强奸案。 歹徒在凌晨时
分用绳子从楼顶滑入一户住宅内
作案。 这种作案手法比较隐蔽，因
为大家都认为无人敢从楼顶自上
而下作案，因此对楼顶天台没有作
任何防范和巡查，结果越是安全的
地方越不安全。

黑招五：
开锁“神功”百发百中

据我们了解，现在很多城市陆
续发现犯罪分子掌握了开锁技术
并入室行窃，如一个自称“锁王”的
犯罪分子，用自配钥匙能在极短时
间打开各种类型的锁。 一年内该犯
罪团伙入屋盗窃达 200 多宗，盗得
价值 1000多万元财物。

黑招六：
自制扳手撬铁窗

现在的防盗网大多是用钢筋
或方槽铁焊成，密度稍疏，正好给
扳手提供一个很好的夹口，加上烧
焊的焊点一般都只有一点点，经不
起一扳，近几年发现小偷自制了一
些形似扳手类的叉型工具， 不用 2
分钟，就可以将防盗网扳出一个较
大的缝隙或大洞，钻入室内行窃。

家庭防盗
知识谈

1、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一
时用不着的钱款应存入银行，存
折、信用卡不要与身份证、工作证、
户口簿放在一起。

2、股票、债券、金银手饰切忌
在抽屉、柜橱等引人注意的地方存
放。

3、电视机、录像机、照像机等
高档商品应将明显标志及出厂号
码等详细登记备查。

4、钥匙要随身携带，不要乱扔
乱放，丢失钥匙要及时更换门锁。

5、学龄前儿童不能带钥匙，更
不能将钥匙挂在脖子上。

6、离家前要将门窗关好，上好

保险锁。
7、交朋友要慎重，家庭成员特

别是青少年不可随便将生人带到
家中。

8、雇佣保姆要找较可靠的人，
要查验其身份证，并到派出所审报
暂住户口。

9、对保姆要进行安全教育，主
人不在家时不要让陌生人入室。

10、 保姆离开工资交结清，门
锁钥匙要收回，最好换新门锁。

11、对有条件的家庭加装智能
电子警报系统， 有警情时及时报
警，通知相关人员或公安机关。

家庭防盗
可采取哪些技术防范手段：

1、安装自动报警门锁，一旦被
坏人非法开启可通过电话线向用
户的呼机、手机、邻居、居委会、公
安机关监控平台自动报警;

2、窗户可安装磁控开关，一旦
开窗可发出报警信号;

3、 阳台或门厅过道可安装被
动红外线入侵探测器;

4、 单元住宅楼可安装楼宇对
讲或可视对讲防盗系统;

5、 如社区有自动接警中心应
尽快入网，在突发情况下社区保安
和公安民警可及时赶到处理。 花钱
不多，安全到位，值得。

家庭安全防范
哪些问题不可忽视>>>

1、有天井的楼房，卫生间和厨
房窗户往往成为犯罪分子登堂入
室的通道， 应安装内置式防护栏，
加以防范;

2、钥匙不应摆在明显处，防止
外人乘机印模仿制;

3、存折应设密码，不可与户口
簿、身份证放在一起;

4、 较长时间外出时应与邻居
打好招呼，请求关照;

5、 举家旅行应安装本地报警
的自动报警装置; 有接警中心联网
的，应在接警中心备案，请求 24 小
时全天候设防。

（东文）

回家路上
防盗防骗

春运乘车安全事项
� � 1不坐黑车。哪怕是晚点，也不要乘坐
黑车， 要去正规的车站购买车票乘车。 谨
记，其他都可以晚点，生命不能晚点。

2不坐烂车。 如果在乘车的时候发现
车况很差，或者是乘客超员，过度拥挤，要
及时拒绝乘坐，必要的时候拨打报警电话。

3不携带违禁物品。 严格按照车站要
求进行安检，不携带任何违禁物品，确保自
身安全和他人安全。

4路况不好的时候不要乘车。 如果
天气恶劣，路面结冰，要尽量改变出行
日程，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5上下车的时候遵守秩序。 乘坐车辆
的时候要购票上车， 遵守交通秩序，不
乱挤乱碰。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人身
安全，还可以防止小偷浑水摸鱼。

6上车后注意观察情况。上车后，要尽
量选择靠窗或者靠门的地方坐下， 坐下后
要及时观察车辆情况， 找到安全锤的位置
并且牢记在心。 另外要熟悉安全锤的使用
方法，以供发生意外情况后及时逃生之需。

7出现意外要镇定。 如果出现意外情
况，要保持镇定，快速寻找安全通道 ，
从安全通道撤离。 或者用安全锤破窗
逃生。如果发生火灾，记得要捂住口鼻，
防止呼吸道灼伤等。 （安方）

� � 1 看好自己的行李 路上人比较多，
又都是陌生人， 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所
以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李，害人之心不可
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说路上不论是
谁不论和你聊的有多么的投机都不要让
别人来照看你的行李哦。

2 注意坐车的时间 路上尤其是
需要做很久的车， 大家坐得都比较疲
乏，有时候就会睡觉，但是一睡觉就忘
记了时间， 有得就会做过了站还不知
道呢， 所以在路上一定要时刻注意坐
车的时间才好啊。

3 预防小偷诈骗 路上形形色色的
人都有， 有些还是专门在车站来骗钱的
呢，车上有的时候也会有，所以一定要看
好自己的钱包和行李，不要太相信陌生人
的话，一定要自己看好自己的行李才是。

4 注意人身安全 回家的路上，有很
多的事情， 有些时候会遇到天气不好，司
机师傅就会开车很慢很小心如此车就会
耽误了按时到家的时间，这时候一定不要
着急哦，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自己能够顺
利的到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才是。

5 不要昏昏欲睡 回家路上有些人
会晕车，一坐车上就会睡觉，这样是不对
的哦，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很容
易丢失东西和坐过了站，所以自己不妨听
听音乐， 或者是和别人聊聊天之类的，以
缓解想要睡觉的意识。

家庭安全防范不容忽视
� � 外出过年，无人在家如何防盗?轿车停在楼下，如何防止被盗?在城市里，一些犯罪分子频频把
魔爪伸向居民住宅、单位和商铺，进行入屋盗窃和抢劫。 如何防盗防抢，成为市民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
题。 尤其是马上要到春节了，外漂族们都回家了，那空无一人的房子是不是害怕被盗呢？ 根据调查，犯
罪分子入屋作案的手段通常不外乎以下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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