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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不用参加驾考就能拿驾照？
一小伙忽悠22人敛财近四万

本报2月12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磊 通讯员 武红霞 蒋

永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日趋增
多，驾考市场也逐渐“火爆”
起来。一男子瞅准了市民对驾
考的畏难心理，谎称在车管所
有熟人，以向周围的人行“方
便”之名大肆骗取钱财，在短
短1个月的时间内，骗取22人钱
财近四万元。2月12日，记者采
访了解到，男子张某已被寿光
市检察院批捕

今年33岁的张某是寿光市
侯镇人，两年前，张某贷款买
了房子，从此过起了“房奴”
生活。生意不景气，银行却频
频催款，张某不得不绞尽脑汁
到处筹钱。经过几天的冥思苦
想，张某终于想到了一条发财
的捷径——— 通过办理驾驶证的
方式诈骗他人钱财。

于是，张某利用一切机
会，到处宣扬自己认识车管所
的熟人，可以不通过考试从内

部直接拿到驾驶证。听说有这

样的好事，很快，就有几个朋

友打电话给张某，询问他所说

的内部学车细节。张某一一作

了回复：不用学习和考试，保

证交钱50天内就可以拿到驾驶

证。实际操作中，张某的“服

务”价码是：C 1驾驶证 4 0 0 0

元，B2驾驶证5000元；C1增驾

B2驾驶证4000元，B2增驾A2驾

驶证5000元；在驾校里报过名还

没开始考试的收1750元，已经开

始考试还没有考完的收2000元。

仅凭几句谎言，张某竟然

把很多人骗得团团转，短短一

个月内，就有22人交钱报名。

张某感叹“好运来了挡都挡不

住”。

谎言终有被戳破的一天，

很快，张某就被办证人催促交

付驾驶证，实在应付不了他玩

起了失踪。办证人报警后，寿

光市警方高度重视，多方调查

终于查到了张某的藏身之地。2

月12日，记者获悉，张某已被

寿光市检察院批捕。

针对案件，警方提醒广大

市民在办理机动车驾驶证时，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学习

掌握驾驶技能，并通过严格的

考试获取合法的驾驶证，切勿

投机取巧，轻信不法分子的花

言巧语而上当受骗。

抢劫出租车，手机丢在现场
警方联系其家人，劝服嫌犯自首

本报2月12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磊)一名出租车司机载客时，被一
对情侣乘客抢劫。然而，劫匪不知
因为粗心还是紧张，在现场遗落了
自己的手机。2月12日，记者获悉，
警方根据劫匪的手机，联系到其家
人，最终劝服两人自首。

青州的贾先生今年30多岁，是
一名老实本分的出租车司机，干这
一行也有多年的经验。然而，在
2012年1月3日凌晨，贾先生在载客
时，却遭遇了抢劫。惊魂未定的贾
先生拨打了青州市公安局110报警电
话，称自己在载客途中被车上一男
一女2名乘客勒晕了，并被抢走了
现金和手机。事发正值元旦佳节，

社会影响较大。青州刑警大队连同
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对
案件侦破工作迅速展开。

贾先生是青州人，开出租车已
经多年。据贾先生回忆：最近过节
生意不错，他也加了个夜班。事发
地点位于东夏镇李集村。案发时，
车上两名乘客趁他不备将他勒晕，
将当天的行车款700余元和随身携带
的手机抢走。经过对案发现场的勘
察，办案民警找到了遗落现场的一
部手机。根据当时现场的环境，初
步判定是有预谋的随机抢劫作案。

负责办案的刑警大队民警通过
对现场遗落的手机调取通话信息成
功 锁 定 了 一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张 某

(女)。民警迅速找到张某家，但是

张某并不在家里。办案民警向张某

父亲讲明情况，陈述利害关系，希

望张某的父亲能劝其女儿投案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第二天，张某和刘某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

了其犯罪过程。1月3日犯罪嫌疑人

刘某及其女友张某两人乘坐贾先生

的出租车行至东夏镇李集村时，趁

其不备用张某的秋衣将贾先生勒晕

后实施了抢劫。

2月12日，记者获悉，犯罪嫌疑

人已经被青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

练练逃逃生生
12日，在潍坊市

北海学校，学生在老
师的指挥下迅速撤离
教学楼。当日是潍坊
市中小学寒假后报到
的第一天，北海学校
组织全校的师生进行
逃生安全演练，学校
老师介绍，通过安全
演练，让师生掌握相
应的安全防护和安全
自救的知识。

本报记者 孙国
祥 摄影报道

打的遇车祸，无证司机跑了
肇事司机潜逃半个多月后投案

本报2月12日热线消息(袁伟
管杰)2月7日，诸城破获一起肇事逃
逸案件，肇事司机李某在潜逃半个
多月后，迫于压力到交警大队投案。

1月17日22时，诸城繁荣路上某
酒店举行联欢酒会，该酒店员工尹
某喝醉了，其妻鹿某将他扶出酒店，
到繁荣路边招手打出租车送丈夫回
家。当一辆出租车驶来后，鹿某打开
车门准备去路边扶醉酒的尹某上车
时，一辆突然打方向避让车辆的白
色轿车从出租车后冲过来，当场将
鹿某撞倒在地。肇事车随即逃逸。

事故发生后，行人连忙打110报
警，诸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迅
速赶赴现场处理，鹿某也被送往中
医院救治，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
亡。民警在现场只发现了逃逸车辆
的几块碎片及受害人的血迹。又因
事发时间较晚，人车稀少，仅有的目
击者只能提供肇事车辆的大致车型

和逃逸方向，肇事车号也没有记住。
诸城市交警大队专案组人员分

析各方面反馈的信息，初步确定为
本市车辆。根据现场遗留的撞击碎
片，民警孙杰到全市各个4S店走访，
确定了肇事逃逸车辆为波罗轿车。2

月4日，当民警在排查到第283辆车号
为鲁V3Y8XX波罗轿车时，车辆所有
人家属对于车辆去向不能自圆其
说，一会说朋友借去了，一会说开着
出发了，但就是不联系车辆驾驶人。
在对于剩余车辆全部查明下落，排
除之后，民警又返回鲁V3Y8XX波罗
轿车户主家中进行深入调查。经过
调查人员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该车
家属带领民警来到昌城镇北邱家庄
子村的一户人家院内，在这里发现
了用厚厚的油布遮盖的嫌疑车辆，
车上有明显的撞击痕迹，通过技术
鉴定，这些撞击痕迹都与肇事车辆
及其接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

恰恰驾驶员刘某在5天前去了东北。
办案民警耐心地讲解了肇事逃

逸造成的社会危害和法律后果，最
终刘某的家人被民警的劝说感化，
承认刘某系肇事逃逸司机。身在东
北的刘某，知道自己无法逃避法律
责任，在家人的劝说下，无奈地走进
交警大队投案，并供述了肇事逃逸
的经过。

1月17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刘
某驾驶白色波罗轿车沿繁荣路自西
向东行驶，因车速过快，在前方车辆
突然刹车时躲避不及，遂向右急打
方向，将站在路南侧等候出租车的
鹿某撞倒。事故发生后，刘某想到自
己没有驾驶证，害怕承担法律责任，
便快速驾车逃离现场。2月4日中午
接到妻子的电话后，知事情败露，于
7日中午乘火车回诸城到交警大队
投案。

目前，李某已被刑事拘留。

半挂车撞死人后逃逸

交警连查85辆车“逼”出肇事者

本报2月12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焜)一辆重型半挂
牵引车在潍坊滨海肇事后
逃逸，警方根据现场留下的
车轮印，连查 8 5辆相关车
辆，终于将肇事者“逼”出。
12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肇事司机已经对肇事逃逸
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7日晚7点左右，潍坊市
滨海交警大队事故科接到
报警，在辖区辛沙路利民桥
处，有人趴在路上一动不
动，好像是发生了车祸，希
望警方赶紧过去看一看。事
故科科长王荣波告诉记者，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看到趴
在地上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身体多处受伤，已经处于昏
迷状态，随即先与医护人员
一起将伤者抬上救护车送
往医院。

事发路段货车经常来
往，警方在勘察现场时，除
了发现一排轮胎压印外，再
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而周边
也找不到任何目击证人或
有价值的线索。民警将现场
轮胎压印与附近来往车辆

轮胎痕迹进行对比，确定了
肇事车辆为重型半挂牵引
车。

民警对周围来往车辆
展开调查，并调取了辛沙路
寒亭收费站过往车辆的记
录，通过对比车辆信息，民
警发现在案发时间内经过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大部分
为龙口市某运输公司所有，
就将调查重点转到该运输
公司，对其管辖的300多辆
车展开逐一排查。

当民警排查到第85辆
车时，司机任某来到滨海交
警大队投案自首，并对肇事
逃逸之事供认不讳。

12日，记者了解到，当
天晚上6点半左右，任某驾
车从烟台港口运煤至淄博，
由于当天风大气温低，任某
一时疏忽，将正在横过马路
的行人撞倒。目前，被撞伤
者已经不幸死亡。任某说，
当时他感觉到撞到了人，但
从反光镜看似乎没有什么
大事，就继续前行。后来警
方开始逐一排查公司车辆
时，他才发现出大事了，最
终决定自首。

受助女救助站唱山歌

早上一唱就是两个多小时

本报2月12日热线消息
(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辉 )最近，潍坊市救助
管理站里住进一个四川彝
族妇女，每天早上7点左右
就在宿舍的窗口唱山歌，直
到9:00左右才停下来。虽然
由于语言不通，大家都听不
懂歌词的内容，但是那洪亮
声音和动听的音律，已足以
让人震惊。

据介绍，大年初一那
天，东关派出所把一名妇
女送到市救助管理站，该
妇女来站的时候，身上衣
服 很 单 薄 ， 冻 得 浑 身 发
抖 ， 目 光 呆 滞 ， 精 神 恍
惚，嘴里还念念有词。为
了稳定她的情绪，使她尽
快说出个人信息，工作人
员给她拿来了棉衣给她穿
上，还给她拿来了吃的和
热水，过了10几分钟，工
作人员看她精神有点稳定
后 ， 开 始 询 问 她 具 体 情
况。可是无论工作人员怎
么询问，她只能说出自己
是四川成都人，来潍坊打
工，其他就再也提供不出
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无

奈工作人员只好先把她安
排在宿舍住下。

这样一过就是20天，在
这段时间里，工作人员每天
都耐心对其询问，开始的时
候，她还不太爱说话，每当
工作人员对其询问时，她总
是低着头，好像有些害怕似
的。后来，她的精神状况一
天比一天好，竟然时不时的
自己唱起歌来，虽然由于语
言不通工作人员听不出她
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从音
律上工作人员都猜测她应
该是在唱山歌，那么优美动
听，而且相当投入，同时她
唱歌还越来越有规律，几乎
是每天早上7:00开始唱，一
直唱到9:00才结束，每次工
作人员都不去打搅她，让
她尽情的歌唱。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虽然受助女精神
状况越来越好，但是她还
是不能说出自己的家庭住
址，到现在还是没能为她
找到亲人。潍坊市救助管
理站向市民呼吁，一旦有
人知道该女子的情况，可
以马上联系救助站，希望
她能尽快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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