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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餐厅着火 所幸无人受伤
莱山消防及时赶到现场将火扑灭，并查封了事发餐厅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记者 苑
菲菲 见习记者 姜宁 ) 6日下午3

点半左右，莱山区一高校内的第二餐
厅着火。事发后，莱山消防官兵迅速
赶到现场将火扑灭。目前，着火的餐
厅一楼已被全部封锁，事故原因还在
调查中。

6日下午3点多，烟台一高校第二餐
厅突然冒起一股黑烟。正在附近水果店
买水果的学生小张看到，餐厅里几名工
作人员跑了出来，餐厅一楼的入口处已
经全部是浓烟，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
形。不一会儿，现场开始有人喊着火了，
并且告诫学生们不要靠近。

几分钟后，莱山消防部门出动消防
车辆赶到事发现场。下午4点左右，消防
官兵迅速扑灭了火势。

8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事发现场
看到，餐厅一楼的食堂已经被封锁起
来。在餐厅门口贴了一张消防部门下发
的查封公告，禁止任何人擅自进入封锁
现场。

餐厅二楼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火
灾发生得很突然，事发时她只听到有人
喊“着火了，快跑……”她就跟着跑了出
去，根本不知道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因
为火灾发生在下午，餐厅里没有吃饭的
学生，工作人员跑得也很及时，没有造
成人员受伤。据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火
灾发生时，一楼炸油条的地方正在炸东
西，可能是有煤气泄露引起的。

目前，莱山消防部门已对火灾现场
进行了调查。事故原因及财产损失还在
进一步调查和统计中。待事故原因查
明，处罚了相关人员后，餐厅一层将重
新开放。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记者 侯艳艳 ) 近日，
烟台市民李先生向记者
反映，新世界花园附近一
家网吧，顾客不带身份证
就可以上网。

对此，李先生十分担
忧，“我孩子在附近初中
上学，他平时就爱玩网络
游戏，真担心孩子出来上
网。”李先生说。

8日上午，记者来到
新世界花园附近这家网
吧，当时网吧内上网的人
较多。记者告诉网管，没
带身份证。网管并未拒绝
记者上网，而是从桌面上
拿出一叠身份证，随意抽
出一张递给记者。“用这
个来刷卡就行。”网管说
完，交给记者一张白色卡
片，卡片上写有刚才的身

份证号码和登录密码。
“这些身份证哪来的？”记
者问。“都是借朋友的。”
网管说道。

记者走进网吧看到，
不少上网者桌面上都放
着一张写有身份证号码
的白色卡片。记者来到一
名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
身边，这名男孩告诉记
者，他是附近一家中专的
在校生，学校不少学生来
这里上网。记者询问男孩
的年龄，男孩说他刚过17

岁生日。这名男孩说，他
和同学经常在这里上网，
网吧人员并没问过他的
年龄，“如果要身份证，就
说自己忘记带了。”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
两名上网的男孩，两名男
孩均称，自己已经年满18

周岁。“身份证还没办出
来，所以借用别人的身份
证上网。”一名男孩说。

据了解，为禁止未成
年人进入网吧、防止网络
犯罪等，2010年，烟台市

网监部门在全市网吧内
安装了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阅读器。“如果用别人
身份证上网，那设置身份
证阅读器不就失去了意
义？”市民李先生说。

上网吧不带身份证？刷别人的
一网吧帮顾客“代刷”身份证，引市民担忧

包工头迷上赌博

诈骗百万建筑器材
本报通讯员 柳英俊 本报记者 钟建军

赵某是一名包工头，为
了筹集赌资，三年间他先后
多次到范某的租赁站“租”
走 价 值 1 0 0 多 万 的 建 筑 器
材。今年3月初，犯罪嫌疑人
赵某、孙某被开发区警方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价值100余万的器材

被“租”走

2 0 1 1年 2月 2 3日，在开
发区经营建筑器材租赁站
的范某报案称，被人骗走价
值100多万元的建筑器材。

赵某是一名包工头，常
来范某的租赁站租建筑器
材 ，两 人 便 成 了 朋 友 。从
2009年1月3日开始，赵某常
来租赁站租器材，先后来了
70余次，到2011年1月16日，
范某租赁站内的器材已经
全部被赵某“租”走，却只付
了几万元抵押费，欠款一直
没给。范某说，这些建筑器
材价值 1 0 0余万元。之后范
某报警。

民警了解到，2010年10

月23日，赵某还给一名自称
叫孙海涛 (化名 )的人担保，
从范某的租赁站骗走钢管
等建筑器材，价值12万元。

随 后 ，民 警 迅 速 来 到
牟 平 某 建 筑 工 地 、福 山 某
技 术 学 院 进 行 调 查 取 证 ，
而两单位均证实未向赵某
发 包 工 程 。此 时 赵 某 已 经

“失踪”。另一名嫌疑人孙
海涛是否是真实姓名也无
法确定。

民警扮电脑维修工

智擒嫌疑人

经过大量摸排，民警发
现赵某与一名叫孙某的人来
往密切，经调查，孙某就是那
名自称孙海涛的人。有了这
条线索，民警多次到孙某家
做其亲属工作。2011年9月12

日，孙某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后来民警得到一条重要

线索，赵某很可能藏匿于辽
宁省阜新市。民警立即奔赴
阜新，化妆成电脑维修人员
与赵某联系，并约好在他租
住房内见面。2011年12月9日，
民警成功将嫌疑人赵某抓
获。

赃款全部用于赌博

被抓时身无分文

“现在他已身无分文，在
一家宠物店打工。”民警告诉
记者，赵某在宠物店给宠物
洗澡，收入很少，仅够吃饭和
交房租。

据赵某交代，2009年自
己迷上了赌博，将钱全部输
光，就想从范某经营的建筑
器材租赁站诈骗建筑器材卖
钱翻本。从范某处诈骗建筑
器材后，所获赃款都输掉了。
后来在一广告中看到可以无
息贷款，为了翻本，赵某多次
借钱用于赌博，结果又全部
输掉。

今年3月初，犯罪嫌疑人
赵某、孙某被开发区警方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一楼楼餐餐厅厅冒冒出出浓浓烟烟，，工工作作人人员员都都跑跑了了出出来来。。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姜姜宁宁 摄摄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
员 王贤才 石勇 记者
鞠平 熊戈措) 上午长绳拴
好的一个个砖块和棉被在人
行道上占地，下午4点以后，商
贩们在人行道上摆上摊铺，非
机动车道上都是买菜的市民，
自行车和摩托车不得不挤到
机动车道上……6日傍晚，在
芝罘屯路幸福社区医院附近
人行道上，马路市场生意红
火。据辖区二大队民警介绍，
最长的时候这个马路市场能
延伸500米左右。

6日上午，芝罘屯路小区
东至华东厨具城附近的路段
车流拥挤，路过的市民指着
人行道上用绳子绑着的砖块
告诉记者，“每天下午4点后，
很多商贩在人行道上摆摊，
就是一个马路市场。”记者看
到，近300米的路段基本上每
两棵树之间都拴了砖块，有
的在人行道上放了一床破棉
被占地，还有的干脆直接在
地上用粉笔写了大大地“有
人”两字。

下午4点多，记者再次赶

到了芝罘屯路小区路段，看
到水果摊、蔬菜摊在人行道
上排了300多米，开车路过和
骑车路过的人都涌到摊点上
买东西，非机动车道上挤满
了人，自行车和摩托车都被
挤到机动车道上行驶，很多
汽车途径此段并没有减速。
据交警介绍，到了傍晚下班
高峰期，这个市场能延伸到
500米左右，因为占用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道，最近这里发
生了不少刮蹭事件。

“摊点后面就是小区，很
方便。”一位在马路市场买西
红柿的市民说，他们住的小
区有十多栋住宅楼，300多户
居民，平时绝大多数居民都
是下班后直接在路边买菜，
马路对面其实有一个菜市
场，可是马路上的车辆车速
很快，平时穿过马路都得花
二三分钟时间。

二大队的交警告诉记
者，这个马路市场的存在给
附近路段带来了安全隐患，
他们也曾劝说过摊主不要在
此处摆摊。

马路菜市场 傍晚很热闹
芝罘屯路一处人行道被商贩占用，给周边

路段交通添堵

网网吧吧给给记记者者一一张张写写有有别别人人身身份份证证号号码码的的卡卡片片。。
记记者者 侯侯艳艳艳艳 摄摄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通讯员 任超 林玉石

记者 秦雪丽) 打造
一个时尚发型是很多女
性的心愿，然而家住牟平
区的王女士理发时，却被
理发师傅手中的剪刀剪
伤了耳朵。经牟平工商部
门调解，理发店赔偿王女
士1200元。

近日，王女士决定换

个发型，看到牟平区一家
理发店门牌上写着国家
认证高级理发师负责打
理，便进店理发，结果却
被所谓的高级理发师不
小心剪伤了左耳，当场鲜
血直流，耳部痛到麻木。
理发店师傅当即送王女
士去附近医院就诊治疗。
医院给王女士打了破伤
风针并进行了一系列包

扎处理。
王女士多次找到理

发店师傅，要求赔偿医
疗费、营养费等费用，但
理发店师傅称只愿意承
担医院门诊费用清单所
列医疗费，王女士所提
的营养费等无法满足，
双方争执不下。无奈，王
女士来到牟平工商部门
进行投诉。

牟平工商分局经核
实，这名所谓的国家高级
美发师连美发职业技能
等级的初级证都没有。理
发店师傅不小心剪伤王
女士耳朵理应对此承担
责任。在执法人员调解
下，双方达成协议，给予
消费者一次性补偿医疗
费、营养费等共计 1 2 0 0

元。

理发做造型 耳朵被剪伤
“国家高级理发师”连初级证都没有

芝芝罘罘屯屯
路路人人行行道道上上
摆摆满满了了蔬蔬菜菜
摊摊。。 本本报报
记记者者 熊熊戈戈
措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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