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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撞倒电动车带出2公里
肇事司机案发后逃逸，现已归案
本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王赛南

驾驶中型货车撞伤人后浑然
不知，直到发现挂在货车底部的电
动车才得知撞了人，司机此时并没
有选择返回去救人，而是将电动车
扔在路边之后逃逸。

骑电动车遭遇车祸

3月31日下午，涉嫌肇事逃逸的
司机杨某在村委会相关人员的陪同
下，来到济南市市中区交警大队事故
处理中队接受调查。事情的经过还得
从3月18日清晨5点多钟说起。

当时，家住七里山附近的市民
刘女士骑电动车沿英雄山路辅道
由南向北行驶，快到经十一路路口
时，身后过来一辆中型货车将她撞
倒，货车从刘女士胯部轧过。

中型货车并没有停下，而是沿
经十一路由西向东继续开。

民警锁定肇事车

民警调取了现场周边的监控
录像，发现有一辆蓝色中型货车有
重大嫌疑。

通过查询，肇事车车牌信息显
示挂牌地为德州临邑。

民警了解到这辆车挂靠在金某
名下，金某表示会积极配合民警工作。

3月30日，民警正打算去历城
一家生产青砖的工厂调查，金某此
时打来电话称车主为历城区董家
镇村民杨某。民警发现将要去的青
砖厂正是在历城区董家镇。

到达村子后，民警发现村子里
停着不少蓝色中型货车，但就是没
有找到肇事车辆。就在民警准备进
砖厂了解情况时，看到与肇事车辆
同一牌号的货车停在一个胡同内，
也是一辆蓝色货车。据附近村民
称，这辆货车的主人为村民杨某，

但杨某近段时间不在家，这辆货车
已经十多天没动过了。

民警立即找到了村委会相关
负责人。村委会负责人答应联系杨
某的家属，尽快让杨某到交警部门
接受调查。

杨某来到市中区交警大队事
故处理中队后，承认了驾车肇事逃
逸的事实。

电动车至今没找到

根据受害人刘女士的说法，她
当时是骑着电动车被撞倒的，发生
事故后，她也没看到电动车被带去
了哪里。民警在现场也没有发现电
动车的踪迹。

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据杨
某介绍，拐弯时，他跟妻子在车上
感觉到车好像轧到了什么，当时没
在意也没停下。行驶到玉函路立交
桥时，他们听到车后面有“吱吱啦
啦”的声音，下车一看车底部挂着
一辆电动车，他们当时意识到是撞

人了。此时，电动车已被货车带出
约2公里。

“我们很害怕，很紧张，将车子
拽下来扔在路边就开车走了。”杨
某说。

交警部门介绍，他们联系了高
速交警、环卫工人等，但至今都没
找到那辆电动车。

4月1日上午，记者从刘女士家
属处了解到，刘女士由于骨盆骨折
还在医院治疗，至今已花费近2万
元。

格《承诺仨月拿驾照，五个多月只考了科目一》追踪

驾校出示证据证明学员自愿退学

电信诈骗

上月发案达286起

涉案金额最大336万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杜
洪雷 实习生 徐胜玉 )

“收短信，中大奖。莫要回信莫
要想！”一段识别电信诈骗的
快板引起现场一阵掌声。1日
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在泉城广
场举办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犯
罪集中宣传日活动。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迅
速在我国发展蔓延。特别是最
近一段时间，借助手机、网络、
固定电话等通信工具和现代
网银技术实施的非接触式诈
骗犯罪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
成了很大损失。据统计，1至3
月份全市共发生电信诈骗案
件563起，涉案金额约1500余
万元。仅3月份发案就达286
起，涉案金额950余万元，涉
案金额最大的为 336 . 3 4 万
元。

为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上
升的势头，济南市公安局于4
月 1日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宣
传防范电信诈骗活动。当日，
泉城广场上，不仅有数十张展
板和多位民警解说，还有很多
以漫画形式解说诈骗方式的
小册子。小册子图文并茂，赢
得了老百姓的喜欢。

市民赵大爷来到民警咨
询台前反映，老有自称通信公
司工作人员的人给其固话打
电话，来电显示是“济南”，说
他欠费了，让他抓紧通过转账
缴费或打给指定的电话咨询
一下。赵大爷打过去之后真有
人接，还有键盘敲击声，到营
业厅一问却没有这回事。

民警解释说，现在通过
电话机的透传功能，可以显
示任意号码，而固话未对不
规范主叫予以拦截，所以接
到的此类本地电话一般是
外地的。“听到的键盘敲击、
接电话之类的声音，也都是
电脑程序设置的。”民警提
示，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急着
汇款转账，可以拨打公安局
的防电信诈骗热线 0 5 3 1 -
66666110咨询。

“通过防电信诈骗热线接
到的来电，我们已经发现了
33类电信诈骗方式。”据济南
市公安局局长刘新云介绍，截
至3月30日，共接听热线3468
个(日均接听116个)，及时为
群众阻控诈骗450余件，防止

群众上当受骗260余人次，避
免经济损失近200万元。

“电信公司、金融机构和
公安局形成联动机制，从源头
过滤电信诈骗短信和电话。同
时，银行把好关，对柜员严格
培训，一定要对来转账的客户
提醒询问。一旦出现问题，将
倒查责任。”刘新云说道。

据了解，下一步全省有望
建立一套防电信诈骗的联动
机制，建设一个统一平台来处
理打击和防范电信诈骗犯罪。

本报 4月 1日讯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李杨伟 李静) 3月

29日，本报C05版以《承诺仨月拿
驾照，五个多月只考了科目一》为
题，报道了明湖驾校两名学员退
学的事情。3月30日，明湖驾校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出示了相关证
据，证明学员是自愿退学的，而非
驾校逼迫。

3月27日，市民赵女士向本报
反映，去年10月，她与朋友一起在
明湖驾校报名考驾照。驾校当时
承诺三个月内拿到驾驶证，现在
已经过去五个多月了，却只考了
科目一。后因她们向交通部门投
诉驾校，被驾校逼迫退学。当日，
驾校相关负责人解释称，赵女士
和朋友迟迟不能拿证是因为政策
调整，逼迫她们退学是没有的事
情。

3月30日，驾校负责人杨教练
又向记者出示证据，证明“她们是
自愿退学”。杨教练提供了3月份

赵女士发给驾校负责人王女士的
短信：“我们最晚六月拿到本，如
果可以麻烦您安排，不行的话我
俩就退了，趁时间来得及回家
学！”“学员自己早就提出来退学，
她们是自愿退学的，而非驾校逼
迫。”杨教练称，退的钱也是按照
学员科目一考试及平时上车训练
的学时费计算的，并没有多扣钱。

杨教练还提供了驾校为赵女
士和潘女士科目二考试的报名申
请表，表明驾校真的是为她们申
请了考试，只不过是新的考试报
名办法出台后，她俩一直没有被
抽到。另外，杨教练还提供了一份
车管所发布的科目二考试抽取名
单，“学员是车管所按规定抽取
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3月30日下午，赵女士称，那
条短信的确是她发的。她表示，当
时驾校负责人提出，如果学员对
驾校的考试安排不满意，可以申
请退学，所以她们才提出的。

本报 4月 1日讯 (记者 殷亚
楠 实习生 郭金凤) 3月31日，
玉函南区污水大面积外溢的情况
已经得到根治，有关方面已经将
玉函南区污水主管线并入市政污
水管网。截至31日下午，工程全部
结束。

3月 21日，本报报道了玉函
南区 2 0多栋楼污水主管道被堵
塞，污水外溢几成臭水沟一事。
31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玉函小

区南路、玉兴路路口看到，玉函
南区19-1号、19-2号两座楼前的
十几个污水井口已看不到向外
溢污水的迹象。四名工作人员正
在修复 19-1号楼前绿化带的路
沿石。

据施工人员介绍，施工从22

日开始，其间因种种原因停了几
天，29日恢复施工，连夜抢修。工
作人员从30日19点一直工作到次
日6点，终于将新管道铺设好。

格《楼前污水外溢成了臭水沟》追踪

玉函南区污水管线改造完工

格《30多住户用水难八年没解决》追踪

水务集团将帮居民换水管

本报4月1日讯(见习记者 刘
帅) 公祥街25号楼30多户市民用
水难的问题见报后(详见本报4月1

日B04版)，引起济南水务集团的重
视。当日上午，济南水务集团工作人
员对此调查后发现，水管老化和铺
设不规范导致水量小。为此，他们准
备对管网水管加压加粗，同时针对5

楼到7楼用水难问题，他们将提供
延伸服务，另铺水管，并将老化的水
管更换为塑料管。

1日上午，济南水务集团维修人
员对公祥街25号楼总表处进行水压
测试，发现7楼水压均为2 . 4公斤，之
后在5楼、6楼测得水压分别为1公
斤和0 . 8公斤。“1公斤能顶10米高
度，也就说2 . 4公斤水压能顶到24

米，但25号楼楼高不到24米，按道理
完全可以把水顶上7楼。”济南水务
集团工作人员姜先生告诉记者。

“出现水上不来或水流量小的
问题，可能是因为25号楼有近20年
历史，水管老化、内部生锈，导致水
压降低和水流量减少。”姜先生说。

姜先生说，25号楼水管铺设存
在问题，“水管并不是直接从地下通

入市民家中，而是从一楼沿街房屋
顶穿过之后垂直通入各个家庭。如
此以来，多拐了两个弯，这样肯定会
降低水压，也不利于水流通。”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针对5楼到7楼部分住户用水难
问题，他们将会对管网进行加粗，并
适当加压。

水务集团领导告诉记者，根
据《济南市城市自来水供水管理
办法》规定，贸易结算水表之内的
管道漏水、水表损坏等问题由物
业、产权单位或业主自行维护。

“内部管道老化，确实不归我们
管，但考虑到市民用水难和技术力
量薄弱问题，我们将单独为5楼到7

楼住户接一道水管，直接从地下垂
直铺设，不再绕来绕去。但水管铺
设、更换需要楼下住户的支持，希望
住户之间相互帮助，解决吃水难问
题。”姜先生告诉记者。

姜先生解释道，此项服务为
延伸服务，并不免费，他们会根据

《济南市城市自来水供水管理办
法》和济南市物价局规定，仅收取
成本费。

民警正在测量肇事车辆。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修。 见习记者 刘帅 摄

1日，在泉城广场上，济南
交警支队民警打着快板、说着
快书，教市民如何防范电话、
短信欺诈。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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