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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力士店内试戴手表时
他戴着售价 38 万元的名表

社会 A06

夺门
而逃
嫌疑人不缺钱
家里还有辆保时捷
他为何这么做？

这就是那块售价 38 万元的名表。

警方将嫌疑人抓获时，
劳力士手表还戴在他手上。

7 月 5 日夜晚，海曙天一广场劳力士专卖店内，一身潮牌的男子正试戴一款售价 38 万元的劳力士手
表，他戴着手表端详了半天，还在店里走来走去，似乎是在犹豫。谁料，趁店员一时不备，男子竟推开店
门，夺路而逃……接到店员报警，海曙警方迅速展开侦查，16 小时后此案告破，嫌疑人在杭州被抓，手表
被追回。昨天上午，
海曙警方通报了这起案子的详情。

A

试戴劳力士手表的男子突然夺路而逃

7 月 5 日晚上 7 点多，海曙天一广场上，不少
市民正逛街纳凉。广场内的劳力士专卖店，也迎
来了一位客人：他身形魁梧，染着紫色的头发，穿
一身潮牌，大摇大摆地进店，说要试试一款劳力士
天行者手表。
店员和男子攀谈了几句，感觉他对劳力士的
表还挺了解，算得上是潜在客户，就从柜台里取出
一款售价 38 万元的手表，给对方试戴。
男子拿着表看了半天，
戴上手后也是左右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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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男子曾去店里踩过点

接到报警后，海曙江厦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并将情况上报。海曙刑侦大队民警也加入
到案件侦查，
并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一方面，民警通过查看店内视频监控，掌握线
索。结合店员陈述和店内监控，民警了解到，嫌疑
人在当天晚上 6 点左右也到过店里，试戴过同一
款手表，且在那时，他脚上穿的是拖鞋，而案发时，
他却穿了一双新的运动鞋。根据这一线索，民警
跟踪侦查，发现嫌疑人在案发前曾进入天一广场
某鞋店消费。在排查天一广场周边鞋店之后，民

C

还在镜子前摆了几个pose。似乎是下不了决心，
他
在店里走来走去，
且越走越靠近店门。眼看快到门
旁了，
他竟然趁店员不备，
猛然推开门夺路而逃……
事发当时，店门边也站着一位店员，她反应很
快，在男子逃离瞬间曾拉住过他的衣服，可惜很快
被对方挣脱，她只得跟在后面追出去，而店内另外
两位店员发现情况不对后，也立即追出门外，可是
该男子已经跑远，
她们追不上了。
三位店员立即回到店里报了案。

警掌握了嫌疑人的部分关键线索。
与此同时，民警对专卖店周边展开视频侦查，
并顺着嫌疑人逃窜方向追查。男子在跑出专卖店
后，沿旗杆巷逃至天一广场 2 号门，并坐出租车逃
离。出租车在天一广场周边转了转，然后停在了
开明街附近。男子在开明街某店门口下车后，立
即上了一辆白色无牌越野车，
然后疯狂逃窜。
发案后的几个小时是破案的黄金时间，警方
当即决定，同时展开对嫌疑人身份的核查与对车
辆的追踪。

警方 16 小时破获此案，抓获嫌疑人

通过追查，民警发现，嫌疑人所驾驶的无牌车
辆，并没有立刻离开本市，而是在市区绕了好几
圈。7 月 6 日凌晨 2 点左右，
该车从南环高架向杭州
方向逃窜。另一边，
民警根据天一广场商铺提供的
相关信息，
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为尽快将嫌疑人抓获，
警方连夜派遣精干力量
赶赴杭州，
经过一路的视频追踪，
最终在杭州万豪酒
店停车场内，
找到了嫌疑人驾驶的白色无牌越野车。
民警即刻进入酒店进行调查，然而，嫌疑人并

D
嫌疑人家境不错
为寻求刺激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在昨天上午的通报会上，海曙刑侦大队副
大队长王剑向记者介绍了案件详情和嫌疑人的
情况。
嫌疑人姓张，1990 年出生，温州人，无业，平
时在温州生活，
这次是一个人到宁波游玩的。张
某家里条件不错，
逃窜时驾驶的白色越野车是他
父亲的，
但他名下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越野车。
“经过审讯，我们感觉，张某的作案动机不
明显。首先，他家境不错，不缺钱，也没有着急
用钱的地方，其次，在劳力士专卖店同一柜面
里，38 万的表并不是最贵的，售价 60 多万元的
表也有不少，可见，他也不是贪图手表价高而作
案的。按张某自己的说法，他是在试戴时，觉得
手表还可以，就直接戴着走了。”王警官说，从张
某的个性分析，警方认为，他为寻求刺激而作案
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警官还提到，
在抓获张某之时，
民警例行问
他，
手上的表哪来的，
没想到对方很快就交代了，
“是在宁波拿的”
；
而在回宁波的路上，
张某还
“很傻
很天真”
地问民警：
“我家里有钱，
我直接让爸妈来
店里把钱付清了，
是不是就没事了……”
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在此，民警也提醒商店经营者们，平时营业
当中要做好相应的安保工作，
特别是经营黄金珠
宝首饰等高价值商品的店铺，更要配备安保力
量，加强对安保人员的防范培训。同时，警方也
提醒市民，在公共场合切忌露财，重要物品贴身
放，
手提包、移动电话、贵重首饰等都是作案者的
首选物，若遇到此类事件应及时报警，向警方求
助。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夏婧 葛琳
图片由警方提供

没有入住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对酒店周边进行
排查和布控。
7 月 6 日中午 12 点，
嫌疑人出现在万豪酒店附
近，
准备坐上一辆出租车。守候多时的民警瞅准时
机，上前将嫌疑人抓获，而
这块售价 38 万元的劳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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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
仍然戴在他的手上。
此时，距离案发，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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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6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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