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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酒驾肇事却让员工顶包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辆车严重受损，目前两人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威海1月8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周海洋)

荣成男子刘某酒后肇事弃车逃
逸，因害怕受处罚，找自己的员
工李某来顶替。原以为能瞒天
过海，但最终被细心的民警识
破。目前，二人已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5日下午15时许，在石岛
黄海中路北流口红绿灯南道
路上，一辆轿车由南向北行
驶，连撞三辆正常停车等候
红绿灯的车辆，并穿过路口
将红绿灯灯控设施撞坏，车
辆严重损坏不能行驶方才停
车，驾驶人弃车逃逸。该事故

致一人死亡、多辆车辆严重
损坏、北流口红绿灯设施严
重损坏。接警后，荣成交警大
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人
员救治和现场勘查，并协调
组织修复灯控设施。

当晚17时许，一名自称
肇事者的李某来到荣成交警

二中队自首。但办案民警分
析认定事故应为酒后驾驶所
致，而李某并没有酒后行为。
民警又根据现场情况以及李
某讲诉事故经过，果断判断
肇事者另有他人。通过各种
信息分析，民警将目标锁定
在车辆所有人刘某身上，而

自称是肇事者的李某正是在
刘某处打工。

当晚22时，经过民警的努
力，事故现场路口灯口设施抢
修完成，路口恢复正常。为及
早侦破案情，肇事民警兵分两
路对案件进行侦破，一路继续
对李某进行讯问和劝导，一路

对刘某进行查找。经过民警的
不懈努力，次日凌晨2点，李某
最终承认顶替刘某事实，迫于
公安机关的压力，刘某也于6
日早晨8点投案自首，并承认
肇事时是酒后驾驶，公安机关
遂依法对李某和刘某实施刑
事拘留。

本报威海1月8日讯(记
者 吕修全) 6日晚，市民
宋女士和同事在聚会欢闹
时，不慎跌倒摔到头部。8日
早起床后，宋女士开始感到
头晕、恶心。后经四〇四医
院检查确认，宋女士头部并
无大碍，医生建议市民跌伤
头部后应迅速送至医院检
查，以免出现迟发性脑出血
危及生命。

6日晚，市民宋女士和
同事们下班后在市区一酒
店聚餐，餐后，宋女士和几
位同事来到幸福公园游玩。
两位同事一左一右地架着
宋女士前后晃悠着玩耍，一
不小心，二人脱手了，宋女
士跌倒在地，头部磕到海堤
栏杆上。同事们赶忙扶起宋
女士，宋女士自我检查后发
现并无大碍，大家便继续玩
耍，后均回家休息了。

8日早，宋女士起床后，

感觉自己头部有些疼痛，头
晕、恶心不止。坚持到中午，
宋女士不得不到四〇四医
院急诊科求诊。神经外科医
生后赶到急诊查看宋女士
头部伤情，发现并无外伤。
医生担心宋女士头部有迟
发性脑出血，建议其做脑部
CT详细检查。CT检查结果
显示，宋女士脑部并无大
碍，宋女士遂离院回家。

急诊医生向记者解释，
宋女士跌到头部后两天才
有头痛、头晕等症状属于正
常现象，“脑出血有迟发性
的可能”。市民在摔到头部
时，应尽快赶往医院检查，
而且要在不同时间，根据病
情的变化，及时进行头颅
CT复查。老年人更应注意，
一般在一周后、两周后和四
周后分别复查一次头部，唯
此才能避免误诊漏诊，防止
迟发性脑出血。

本报威海1月8日讯(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蔡
海沧 ) 为避免停电对居
民、商场带来损失，经过前
期充分准备，1月6日晚，威
海供电公司深夜为侨乡广
场二期项目施工、送电，并
于次日凌晨1点成功送电。

侨乡广场二期增容改
造工程是威海市区的重点
项目，由于侨乡广场的原电
源供给方式是通过10千伏
侨乡线侨乡分接箱进行供
电，根据现场电缆线路接线
方式，必须停用大润发商场
的电源，才能进行二期增容
改造项目的施工改造。为了
避免商场停电给附近用户
带来损失，威海供电公司市
区供电部和工程公司联合
编制了周密的施工方案，前
期就进行了业扩现场勘查，

准备了充足的施工材料，提
前将改接电缆敷设至新上
的的侨乡环网箱，并编制了
详细的停电计划，把开工时
间定在1月6日晚十点，在商
场正常营业时间结束后再
进行停电施工。

当晚，施工人员抵达现
场后，首先进行了施工范围
的照明电源接入，按照作业
指导书布置了现场安全措
施，按照作业质量卡依次进
行了停电、核对电缆、开断电
缆、调整电缆位置、制作电缆
中间头、电缆接入、电缆掩埋
等一系列工序。经过认真细
致的施工后，于7日凌晨一点
为侨乡广场二期项目成功送
电。本次深夜施工，为侨乡广
场项目的客户提供了方便，
避免了营业损失，受到了客
户的高度赞扬。

本报威海1月8日讯(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夏
旱雨) 6日凌晨，彝族青年
吉比某和甲马某在环翠区
羊亭镇的一商店买东西时，
抢走店主的4500多元现金。
因为两人是熟客，店主知道
他们的打工地点，次日下
午，两人即被民警抓获。

4日17时许，两名外地
青年在羊亭镇一商店要了
一些吃食后，一青年跳进柜
台，把60岁的女店主摁倒在
地。另一青年则将室内电灯
关灭，在对女店主进行言语
恐吓后，两人将店中的4500
余元现金抢走后逃离现场。

民警调取了附近的监
控录像，确定了两名犯罪嫌
疑人的体貌特征。据女店主
介绍，这两名青年常到店里

来买东西，很可能是附近一
家窑厂的工人。据此线索，
民警很快就调查出，犯罪嫌
疑人为正在窑厂打工的彝
族青年甲马某，及曾在该窑
厂打工的彝族青年吉比某。
5日下午，甲马某和吉比某
到羊亭镇某公司找老乡玩
时，被民警抓获。

6日上午，记者在威海市
看守所内见到了甲马某和吉
比某。据两人介绍，他们从未
上过学，成年后离家四处打
工，过着“有钱就花，没钱就
挨饿”的日子。案发前，两人
都有工作，每月有1700元左
右的工资。在4日当天，两人
均已身无分文，加上窑厂的
食堂当天没有饭，两人就饿
了一天，为了弄口吃的，两人
便动了抢劫的邪念。

摔到头部本以为没事

谁知两天后头晕头痛

广场施工要停用商场电源，为避用户损失

供电公司深夜施工保正常用电

一天没吃饭去抢小商店

店主认识俩人，没过多久俩人就被抓获

本报威海 1月 8日讯
(记者 齐璐 通讯员
温轩 ) 5日凌晨，一辆轿
车坠入环海路金海湾酒
店向东路北侧深沟内。原
来是几名青年在某歌厅
消费后发现未带钱，一人
驾车载着服务人员取钱
路上发生意外。事情发生
后，驾驶员居然丢下车上
的服务员，上了朋友车一
走了之。

5日凌晨，高区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
坠入环海路金海湾酒店
向东路北侧深沟内。交警
二大队接到报警电话后
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
120急救车已停在路边，
一辆轿车正翻倒在路边。
事故车辆内的被困人员
已被救出，120急救人员
将其抬上车准备离开。

被救出的女子称自
己是某歌厅的工作人员，

4日晚，几名青年到其所
在的歌厅消费，5日凌晨
消费完准备离开歌厅时
发现并没有带钱。于是，
在经理同意的前提下，其
中一名青年开车载着歌
厅里一名服务员去取钱。
不料，车辆行驶至环海路
时，不慎坠入靠近海边的
深沟内。在民警到达前，
驾驶事故车辆的青年的
朋友也开车到达现场，事
故车辆的驾驶青年伤势

较轻，同时趁机就上了朋
友开的车离开。

此时，民警也抵达现
场，歌厅女服务员立刻示
意民警，事故车辆的驾驶
员刚上了那辆黑色轿车。
民警随即用喊话器示意
该车停车，但是该车反而
加速行驶。由于环海路路
段复杂，出于安全考虑，
民警在追出一小段距离
后记下车号，等待事后予
以处理。

歌厅消费没带钱，载服务员回家取钱过程中———

车翻进沟他扔下服务员跑了

本报威海 1月 8日讯
(记者 陶相银 ) 7日上
午，山东大学(威海)与威
海市临沂商会签订了《助
学合作协议》。今年到2015
年的4年内，临沂商会每年
出资5万元，用于资助35名
家庭经济困难的临沂籍本
科生。临沂商会会长郝凡
森说，“不能让小老乡们因
为经济困难耽误学业，是
我们临沂老乡的共同责任

“。临沂商会的资助行动将
每4年一个周期。

7日上午，威海市临沂
商会的代表来到山大(威
海)，与学校领导、临沂籍
学子代表举行了一场新年
茶话会。会上，郝凡森代表
临沂商会与山大(威海)签
订了《助学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临沂商会自今年
起，至2015年，每年出资5
万元作为山大(威海)的助
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的临沂籍本科生，资
助名额每年35名，其中特
困生15名，每人每年2000

元；贫困生20名，每人每年
1000元。此外，临沂商会还
将根据受资助学生的专业
特点，优先安排其实习和
就业。

山大(威海)党委副书
记刘玉殿介绍说，山大(威
海)有1 . 4万本科生，其中
临沂籍学生533人，“临沂
商会的资助是善举，对我
们学校也是鼓舞和鞭策”。
临沂籍本科生可在每年9
月30日前，由个人向所在
学院提出助学申请，学院

对申请学生进行审核后，
进行公示，随即会将评审
结果报临沂商会审核。

威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威海市临沂商会名
誉会长邓洪爱在与师生们
的交谈中说，临沂商会出
于同根同源的乡情，出资
资助贫困学子，“希望受到
资助的老乡，今后能回到
家乡，为家乡建设和发展
出一份力，也希望他们同
样怀着感恩的心，回报社
会。”

“帮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是老乡们的责任”

临沂商会计划4年资助35名老乡学子

本报威海 1月 8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许港璞) 近日，山东省
环保厅检查组对威海市危
险化学品环境管理和危险
废物转运、处置工作进行
了检查。检查进行了两天，
检查组对威海8家企业一
一进行核查后，对威海的

环保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

2011年，威海
市环保局开展了化
学品环境管理和危
险废物专项执法检
查，全面排查掌握

危险废物产生、贮存、流向
和利用处置情况，对发现
的问题严厉查处。同时，环
保部门建立档案，做到一
厂一档，督促企业整治环
境污染隐患、建立危险化
学品环境管理台账和信息
档案、制定危险化学品环

境风险防控措施，不定期
进行例行检查，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遏制重特大危
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多
发态势。

化学品环境管理和危
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对象
包括江河湖泊沿岸地区、
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
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化工园区及化工企
业集中区内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持有危险化学
品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危险废物处

置设施运行企业，多晶硅
行业，抗生素制药企业，电
子废物拆解利用单位，污
水处理厂及污泥处置单
位，历史形成的、难以处置
的、对本地环境构成重大
安全隐患的危险废物堆存
情况等。检查组对威海市
名单所列的8家企业一一
核查，详细检查档案，剔除
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对表
格填写不规范的提出整改
意见。检查结果显示，各个
企业的环保手续完备，档
案齐全，管理规范。

威海危险化学品管理“过关”
8家企业的环保手续完备，档案齐全

经区长峰河上的河道
遮棚本来规划为开放式旧
货市场，市场撤销后，遮棚
两头被一家单位堵住，造成
人员消防通道被彻底堵死，
也引发一些业主不满。6日
上午，威海经区消防大队接
群众举报，现场查验落实
后，于当天下午强制拆除违
章墙体，打开消防安全疏散
通道，强制拆除费用均由违
建单位承担。

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于洁 摄

砸砸通通消消防防通通道道


	W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