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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证证驾驾驶驶轿轿车车撞撞人人致致死死后后逃逃逸逸
车牌遗留现场，民警顺藤摸瓜将肇事者揪出

本报 8 月 21 日讯(通讯员牟海
龙 刘春艳) 随着经济的发展，机
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来车管所
业务大厅办理车驾管各类业务的群
众越来越多，为规范窗口人员言行，
提高办事效率，交警东港大队车管
所精心推出一张的“回访监督卡”效
果良好，既提高了车驾管服务质量，
又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车驾管业务的特点就是业务量
非常大，仅东港车管所车辆年检业
务，每日可达 400 多车次，再加上驾
驶证受理、挂牌、办证等业务，日高
峰业务受理量可达到 700 多笔。如何
规范、高效、快捷地办好每一笔业
务，同时又能及时收到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发放“回访监督卡”的意义
非同一般。据交警东港大队车管所
所长许家苗介绍，如果采用其它的
方式回访，有可能会对群众时间上
造成浪费，从而使群众产生不满意
的情绪，而如果采取“回访监督卡”
的形式，就比较灵活了，当车管或驾
管的某一笔业务办完了，由工作人
员交给群众，然后由群众投放到业
务大厅门外满意与不满意监督箱里
边，再由该大队专人负责定时开箱
查验哪些是满意的，哪些是不满意
的，并且每天做一份统计表，将回访
监督结果公之于众。该大队车管所
还按月统计出全体民警和工作人员
所得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的票
数，同时公布出本月获得名次，奖优
罚劣，确保“回访监督卡”实施工作
不流于形式。

为验证该大队车管所“回访监
督卡”实施工作以来车驾管服务质
量和群众满意度的真实情况，记者
在车管大厅的门前随机采访了一名
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我是来车管所换证的，效率
高、服务好，我很满意。’”这名市民
说。

据悉，该项措施实行四个月以
来，东港车管所仅机动车审验一项
每天可平均检验 400 多台车，如果加
上驾驶证受理、挂牌、办证等业务，
日处理可达 700 多笔，每个工作日可
收到“回访监督卡”300 余张，却从未
出现群众“不满意”或投诉现象发
生。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验证了“回
访监督卡”推出的必要性，它既促进
了群众对交警车驾管业务办理工作
的有效监督，更促进了车管所回访
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一张“回访监督卡”

打造满意车管所

本报 8 月 21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牟海龙 刘春艳) 省道

线上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被撞身
亡，肇事者逃逸但却将车牌遗落在
现场。7 月 20 日，民警顺藤摸瓜找到
肇事者。

7 月 19 日晚 9 时许，335 省道日
照市东港区东黄山前村路段发生一
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
被一机动车撞倒，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当场死亡。

接到报警，日照交警东港大队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时发现，肇事车
辆已经逃逸，除了已经死亡的受害
人及其电动自行车，现场还遗留了
一面鲁 LJ**86 小型机动车号牌，以
及许多黑色塑料碎片、漆片。

事故勘察民警立即通过大队指

挥中心，对这面车牌的登记信息进行
查询，发现肇事逃逸车辆为黑色桑塔
纳轿车，车管部门的登记信息为莒县
寨里河乡某村的李某。同时，民警立
即拨通了该车登记的手机号码。出乎
意料的是，该手机号码的主人已经不
是李某，而是另有他人。据此手机号
码的新主人介绍，该号是他半年前亲
自到移动通讯公司办理的。

由于不能及时地联系到车主来
了解肇事嫌疑车辆行踪，事故勘察
民警只能根据遗留现场的痕迹物
证，迅速通知附近交警中队和派出
所民警进行走访摸排及沿途布控工
作。

很快，办案民警按照车辆登记
地址，连夜联系莒县寨里河乡某村，
找到了车辆的主人李某。可是，得到

的结果是李某已于好几年前就将车
辆转手给了自家亲戚，这位亲戚又
因经济纠纷将车辆抵押给了他人。

7 月 20 日凌晨 2 时许，就在办
案民警按照原车主李某提供的线索
进行排查时，突然接到市局指挥中
心指令，335 省道三庄镇东岭加油站
路段发现一无牌肇事嫌疑车辆。办
案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查验。此
时，车辆驾驶人不在现场。根据事故
现场遗留物，办案民警确定该车就
是肇事逃逸车辆，遂依法将其查扣
至事故停车场。

7 月 20 日上午，办案民警顺藤摸
瓜，继续进行肇事驾驶人追捕工作。
此时，办案民警方才得知，鲁 LJ**86

肇事嫌疑车辆自 2007 年 1 月 30 日注
册登记日期开始，已经五次易主。就

在办案民警终于找到该车新主人，正
部署开展对肇事嫌疑驾驶人的抓捕
工作时，迫于压力，1990 年出生的匡
某到交警东港大队投案自首。

据匡某交代，7 月 19 日夜，他未
经自家亲戚允许悄悄开走了这辆车
牌号为鲁 LJ**86 的桑塔纳轿车，计
划从三庄镇到城里玩耍。可是，他正
玩得尽兴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
电话说母亲的高血压病犯了。于是，
他又着急忙慌地驾驶车辆从城区往
家中返。

19 日晚 9 时许，匡某驾驶车辆
由东向西行至 335 省道东港区东黄
山前村路段时，猛地发现从前方右
侧拐出一辆电动自行车，他躲闪不
及，径直撞向电动自行车，骑车男子
则沿车身右侧直接飞向车辆的前挡

风玻璃后摔倒在地上当场死亡。
此时，90 后小伙子匡某非常害

怕，因为他是无证驾驶，他知道自己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于
是，顾不上查看现场，趁着夜色一路
向西逃逸而去。可是，由于肇事时车
辆损坏严重，当行驶至 335 省道三庄
镇东岭加油站路段时，车辆再也无
法驱动。匡某便撕下了车辆后边的
另一面牌照，弃车逃跑了。

虽然，匡某对其肇事逃逸的事
实供认不讳，但是，由于他无证驾驶
发生致人死亡交通事故以及肇事后
逃逸的恶劣情节，必将被处以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交警
部门也将对其作出“终生禁驾”的严
厉处罚。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之中。

本报 8 月 21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牟海龙 刘春
艳)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驾驶
人杨某驾驶拖拉机，在 335 省道
陈疃镇路段发生致人死亡交通
事故后，不仅没有立即停车报
警，反而选择了趁大雨及夜色
逃逸。他原本以为此事肯定无
人知晓，同时大雨会将自己的
肇事痕迹冲洗得干干净净，没
想到，第二天，办案民警还是找
到了他。

7 月 16 日凌晨 4 时许，335

省道陈疃镇水泥厂东侧下坡路
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
辆无牌二轮摩托车歪倒在行车
道上，而它的驾驶人则仰躺在
路边，任凭着大雨无情地打落
在自己的身上。

接到报警，日照交警东港
大队事故处理民警火速赶往事
发现场，借着朦胧的曙色开始
了事故勘查工作。办案民警从

无牌二轮摩托车与地面的划
痕，以及驾车人遭碾压的特征
判断，被害人是被一辆由东向
西顺行的机动车撞死的。可是，
在雨水的冲洗下，现场找不到
其它车辆的散落物，也没有发
现肇事车辆与摩托车的碰撞痕
迹。

为了找到肇事车辆的蛛丝
马迹，民警对现场勘查长达三
个小时，终于在路边的水泥护
栏上发现了明显的刮擦痕迹，
像是建筑用超长复合板的划
痕。

根据这个刮擦痕迹及现场
的肇事特征，民警判断肇事车
型为托盘机动车的可能性特别
大。此后，办案民警仔细查看了
335 省道沿途及周边路段的监
控，进一步确定肇事车辆应该
是一台托盘拖拉机，并在摸排
中锁定了符合案发时间段的两
台托盘拖拉机的嫌疑。

当日上午，办案民警又冒
雨走访了附近的群众，得知受
害二轮摩托车驾驶人为该路段
附近的村民。同时，在日照农机
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办案民警
调取了已经锁定的两台托盘拖
拉机的车辆信息及车主联系方
式，并马上与其中的一位取得
了联系，得知其当晚所载货物
为钢筋，并不符合肇事现场遗
留痕迹。

此时，另一车牌号为山东
11-60***号牌的托盘拖拉机就
有了重大嫌疑。为了避免打草
惊蛇，办案民警与该车车主杨
某电话联系，谎称有些货物需
要他运输，问他在什么位置并
约他见面谈谈。

17 日上午 10 时左右，办案
民警终于在日照市上海路与现
代路路口北侧 100 米处见到了
杨某及其所驾驶的拖拉机。当
民警问及昨天有没有拉货的时

候，杨某显得有些慌张，他吞吞
吐吐地回答说昨天下雨哪儿也
没去。由此，杨某的肇事嫌疑越
发明显，办案民警遂将其带回
交警东港大队事故处理科进行
进一步的讯问。

终于，在强大的证据面
前，杨某对肇事事实供认不
讳。据杨某交代，7 月 16 日凌
晨，他从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某工厂运送建筑用超长复合
板到莒县，约 4 时许，途经 335

省道陈疃水泥厂东侧下坡路
段时，将同向顺行的二轮摩托
车撞倒，致使摩托车驾驶人被
车轮碾压当场死亡。同时杨某
还交代，肇事时，他没有发现
有行人和其它机动车通过，再
加上正逢大雨肯定会冲刷掉
一些肇事痕迹，于是，产生了
侥幸心理，趁着夜色一走了
之。

目前，杨某已被刑事拘留。

雨夜驾驶拖拉机撞人致死

自自以以为为雨雨会会冲冲刷刷一一切切遂遂逃逃逸逸，，不不想想隔隔天天就就被被抓抓

不畏酷暑

更换红绿灯

8 月 4 日，星期日，天气湿
闷。日照交警东港大队设施科民
警不畏酷暑，及时对辖区内突然
损坏的红绿灯进行维修，并对部
分温馨提示标牌进行更换，赢得
了群众的好评。

本报通讯员 牟海龙 刘春
艳 摄影报道

定点驻守

保道路畅通

当前正值日照海滨旅游旺
季，日照交警东港大队以南沿海
公路涛雒段、204 国道和 335 省道
沿途景区及其周边路段为重点，
采取流动巡逻和固定检查相结
合。派驻专门警力，在南沿海公路
刘家湾赶海园、龙门崮、竹洞天等
景区的道路入口和重点路段定点
驻守，适时进行安全检查和交通
疏导，切实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
意识。

本报通讯员 牟海龙 刘春
艳 摄影报道

图为民警向过路居民发放“回
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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