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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故事汇

喝了8瓶啤酒开车，涉嫌危险驾驶罪

撞撞坏坏双双龙龙池池醉醉司司机机被被提提起起公公诉诉

泰安福佳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

号370900400004408)

经股东黄舒怡决定，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为：

刘雅琼、陈明治、洪金

民，刘雅琼为清算组

组长，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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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科院全民补硒工作
站庆“三·八”大型活动
具体事宜敬请咨询泰安硒
维胶囊工作站
报名电话：0538-888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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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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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捡到钱包
下车紧跑还给失主

本报泰安2月20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云 )

19日，市民赵女士将一面写有
“高风亮节 拾金不昧”锦旗送
到泰安市公交公司。原来，3路
公交车司机高飞捡到2000元现
金，拾金不昧归还给失主。

据了解，17日上午，公交车
3路车司机高飞，在到达红门终
点站清理车厢卫生时，发现后
排车座下有一粉红色女士钱
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沓百元
大钞，还有身份证和银行卡。

高师傅想起刚才一位打算

去天外村的乘客到红门后，看
到前面那辆车正要准备走时迅
速跑到前面车上。高师傅赶忙
走到前面那辆车上，询问那位
乘客有没有丢钱包。经核实，正
是这位姓赵的女士所丢。

原来，当日赵女士从上河
桥坐3路公交车去天外村，由于
对坐公交路线不熟悉，于是坐
到去红门方向的3路车，路程中
赵女士拿出钱包查看车票信
息，不知什么时候将钱包丢在
车上，到红门发现坐反方向后，
又换乘前一辆车去天外村。

本报泰安2月20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魏景峰 )

10日，本报报道《出租车凌晨撞
坏双龙池护栏》，20日记者从泰
山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近
日以张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向泰
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介绍，春节刚过，张某便
开始营运载客。由于年后聚会
不断，2月7日晚上有聚会，张某
下午放下客人应邀参加聚会。

聚会上张某喝了8瓶啤酒，
酒席散后已经到了凌晨1点钟，
众人均劝张某打车回家，张某
仍坚持自己开车。

张某从泰安一中门口行
驶到青年路东岳大街路口往
东到双龙池西边时，早已处于
醉酒状态的他失去对车子的
控制，直接撞到双龙池的护栏
上，车子瞬间报废，双龙池部
分栏杆也被撞得粉碎，张某受
了伤。

路人报警后，民警赶赴现
场，对张某进行酒精呼吸测试
及血液检验，结果为204 . 4 mg
/100ml，为醉酒标准2 . 5倍之
多。民警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
定，本次事故系张某醉酒驾驶
引起，张某承担全部责任。记
者后从泰安市博物馆了解，双
龙池被损护栏修复做旧及其
他善后费用共用了30000元。

“为依法惩处醉酒驾驶机
动车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于2013年12月18日又联合制
定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
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八项
从重情节，其中就有造成交通
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血液
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以
上两项规定，本案张某血液酒
精含量为204 . 4 mg/100ml，且
造成了交通事故并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考虑到这两个情节，张
某会得到从重处罚的。”检察官
说。 （线索奖励提供人刘先
生 50元）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路伟) 20日早晨6点40分
左右，在灵山大街立交桥上道
口处，一辆上立交桥的黑色轿
车在拐弯时和一辆电动车撞
上，骑电动车的60岁男子摔倒
在地，头部在轿车低，男子头部
受伤，由于戴着头盔他的伤情
并不严重。

20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接到
120指挥中心调度，称在长城路
长城中学西，灵山大街立交桥
上道口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交通
事故。在事故现场，一辆黑色轿
车停在长城路自南向北行驶的
车道上，轿车左侧地面上躺着
一辆电动车和一位老人，头盔
放在轿车旁边，电动车的车头

和老人的头都在轿车下面，轿
车左侧后视镜掉下来。老人头
部受伤，被送到医院进一步检
查。

据了解，骑电动车的老

人今年 6 0岁，当时老人自南
向北行驶，黑色轿车从灵山
大 街 右 拐 到 长 城 路 往 北 行
驶，刚上长城路，发生了这起
交通事故。

立交桥上道口，轿车和电动车撞上

骑骑车车老老人人倒倒地地差差点点被被轧轧上上

本报泰安2月20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张梅 ) 东

平一个“老赖”，被法院判决7日
内支付给对方11万余元，结果

“老赖”拖了1年分文未还。近
日，在法院严重警告后，他才分
批次把钱给完。

陈某是为王某押车的雇佣
工人，2012年5月26日，陈某押
运的车与别车相撞，陈某受重
伤。王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一

直没有及时承担赔偿责任，陈
某将王某告上法院。东平法院
依法判决王某于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支付给陈某112235 . 76元，
但王某未能履行法律确定的义
务，一直拖了近一年，陈某于
2013年4月23日申请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干警冻结了肇事车辆保险款
50000元，考虑到被执行人王某是
外地人，家庭比较困难，干警多

次与双方沟通，促使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陈某对未执行上来的
62235 .76元，自愿放弃32235 .76元，
剩余30000元分四次于2013年12月
16日付清。王某前三次都及时来
交款，但剩余最后一笔7550元却
想耍赖，迟迟未交。

执行干警按照涉民生案件
集中执行活动相关要求，警告
王某可能遭受的法律后果，最
终王某主动交来剩余执行款。

判判77日日内内给给钱钱““老老赖赖””拖拖一一年年
受到法院严重警告，才分批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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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电影城

《霍比特人2：史矛

革之战》3D 票价

6 0元 片长 1 6 0分

钟 10:15 11:35 13:

10 14:30 16:05 17:25

19:00 20:20 21:55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3D 票价60元

片长120分钟 11:10 13:25 15:40

《冰雪奇缘》3D动画 票价60元 片

长100分钟 19:45 21:40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3D动画 票价

60元 片长95分钟 17:55

《前任攻略》 票价50元 片长110

分钟 12:40 14:40 16:45

《谁说我们不会爱》票价50元 片长95

分钟 10:30 12:20 16:25 18:15 19:25 21:15

《北京爱情故事》 票价50元 片长

120分钟 10:45 12:55 14:10 15:05 17:

15 20:00 22:10

《澳门风云》 票价50 片长95分钟

10:55 22:20

《爸爸去哪儿》 票价50元 片长90

分钟 18:50 20:35

圣大影城

《澳门风云》 片长90分钟 票价40

元 09:10 14:45 21:50

《爸爸去哪儿》 片长90分钟 票价

40元 18:15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3D 片长110

分钟 票价50元 16:20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3D 片长95分

钟 票价50元 09:50 17:10

《冰雪奇缘》3D 片长100分钟 票

价50元 18:50

《北京爱情故事》 片长120分钟

票价40元 10:45 12:45 15:10 19:50

《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片长155

分钟 票价50元 09:50 11:30 12:30 14:

10 16:50 19:30 20:35

排列3 第14043期 5 0 1

排列5 第14043期 5 0 1 0 4

双色球 第2014018期

13 17 18 21 30 33 + 15

3D 第2014043期 8 5 4

23选5 第2014W043期 1 4 15 21 23

电动车倒在轿车左侧。 本报通讯员 摄

本报泰安6982110消息(记
者 邢志彬 通讯员 刘小
海) 19日，泰城张某酒后想偷
路边一辆电动三轮车，又撬不
开，竟谎称钥匙丢了，雇来另一
辆机动三轮车，帮他拖走。结果
遇到巡逻民警，将其当场抓获。

19日，财源派出所两位民
警在东岳大街巡逻时，看到一
辆三轮摩托车拉着一辆电动三
轮车，电动车有明显撬盗痕迹。
车上一名男子见到民警跳车便

跑，民警立即追上将其抓获。
三轮车车主程某称，逃跑

男子自称丢了钥匙，雇他车拉
电动三轮车。逃跑男子张某也
称电动三轮车是自己的。经查，
电动三轮车上打码信息和张某
完全不符，民警很快在火车站
附近找到电动三轮车的失主。

原来，张某以收废品为业，
生意不好，钱也花光，喝了一斤
白酒后，想到了偷车子。目前张
某已被治安拘留。

偷电动三轮车撬不开
又雇一辆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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