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电动动三三轮轮车车与与轿轿车车相相撞撞
三轮车上一人身亡，另一人受重伤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李倩)

28日上午，省城工业北路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白色轿车
和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导致
三轮车上一人当场死亡，另一
人身受重伤。

“工业北路郭店附近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至少两人受
伤。”28日上午9点34分，济钢
总医院急救中心接到了一个
急救电话。

“因为知道有两名伤者，
我们派去了两辆急救车。”济
钢总医院工作人员李先生介
绍，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
一名女性伤者躺在路中间，另
一名50多岁的男性伤者躺在
路边。

“两人的伤势都非常严
重，女伤者情况稍好，虽然昏
迷，但生命体征还正常，我们
就把她抬上急救车拉回医院
救治。”李先生说，男性伤者的
情况更为危重，医务人员在现
场就对他实施了抢救，但不到
一会儿男性伤者“瞳孔就大
了”，失去了生命体征。

上午10点，记者赶到了
事故现场，看到发生事故的
是一辆银色的小轿车，车盖
翘起，车牌也在事故中脱落，
前挡风玻璃破碎，汽车内部

的 安 全 气 囊 也 处 于 打 开 状
态，在车辆周围散落着一些
汽车零件碎片。

发生事故的三轮车是一
辆绿色的电动三轮，侧倒在车
辆后面两三米远的地方，前轮
整个从车体脱落，只有一只黑
色的棉鞋，一只红色的袜子和
一个装有充电器的旅行包留

在地上。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

三轮车正从道路北面的一条
小路由北向南行驶，打算在路
口左转向东，银色轿车正自西
向东行驶，不知是什么原因，
两车就撞在了一起。

“没看到具体过程，听到
一声响，抬头就看到撞在一起

了。”路边小卖铺店主王先生
说。

记者发稿前从济钢总医
院得知，事故中的女性伤者被
送到医院后经过抢救已经恢
复了意识，但由于伤到了脊
柱，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接受
进一步的治疗，仍然没有脱离
生命危险。

十余辆私家车

后视镜被人掰坏

夜逮兔子掉入机井

一小伙被民警救出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吴
金彪 通讯员 齐刚) 近日，济南
高新区一名年轻男子夜里逮野兔，
没想到却误入野外的机井内。高新
分局孙村派出所民警历时5小时寻
找，成功将其救出。

4月25日凌晨，济南一小伙来
到野地里抓野兔子。由于天还没
亮，没有仔细看路的小伙一下子掉
入一废弃的机井中。小伙拼死抓住
井壁凸出的石块，防止全身掉入水
中。

小伙家人见联系不上小伙，便
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孙村派出所民
警立即前往事发地点，寻找5个小
时未果。

25日早晨7点，在事发地附近放
羊的村民听见有微弱的求救声，便
赶紧告知民警。民警在村民的带领
下，在杂草深处发现了小伙坠落的
机井，民警采用吊绳等物品将小伙
从井中救了上来。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候文文 ) 4月2 7

日深夜，停放在板桥路附近的十余
辆私家车遭“黑手”：车身一侧的后
视镜被人掰坏。目前，警方已展开
调查。

4月28日上午，家住板桥路附近
的张先生发现爱车左前侧的后视镜
被人掰坏，耷拉在车窗旁。其它十余
辆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也遭遇了同
样的黑手，车身一侧的后视镜被人
恶意损坏。

目前，辖区派出所民警已介入，
并调取了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此
案在进一步调查中。

(奖励线索提供人方先生50元)

乘客称司机不找钱

司机称只收了车费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任磊磊 ) 近日，祝先生向本报反
映，他从全福立交桥打车去青后小
区，车费是20 . 3元，他给了司机50

元，司机没有给找零就开车走了。
而记者打电话向该出租车所在的
永昌公司核实，公司负责投诉的史
先生表示，司机称自己只收了20元
车费。因没有第三方在场，公司也
没办法。

据祝先生介绍，26日上午，他从
全福立交桥搭乘永昌出租车公司的
出租车到青后小区。到达目的地，显
示的车费是20 . 3元，“我给了司机50

元，因为当时在打电话，忘了让司机
找零，只要了发票就下车了，临下车
时司机也没有提醒我。”

过了不久，祝先生发现没找零
钱后，立即联系该出租车隶属的永
昌公司，并说明情况。当晚，祝先生
再次联系永昌公司，一位公司负责
人表示，已与司机联系，司机说没有
收到过50元。

28日，记者拨打了永昌公司的
投诉电话，负责人史先生表示，他们
向该司机核实过，该司机坚持表示
自己没有收过50元钱。因为双方在
交易时没有第三方在场，现场也没
有录音、交易记录等信息，公司也没
办法核实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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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后后小小伙伙““故故地地重重偷偷””再再次次落落网网
时隔三年被同一民警抓获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吴金彪 通讯员 齐刚)

“咦，怎么又是你？”4月23日
晚，济南高新公安分局巨野河
派出所副所长梁文海抓获了
一名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看上
去十分面熟。原来站在梁文海
面前的盗窃嫌疑人杨某，三年
前因盗窃罪被他亲手抓住。

24岁的杨某自小学毕业
后就不务正业，整日上网，没
有钱就偷窃。2011年因犯盗窃
罪被济南高新公安分局刑事
拘留，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年零6个月。2012年底刑满释

放后，杨某回老家呆了一段时
间。

2014年4月15日，杨某又
回到济南。刚下长途车的杨
某，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便盗
走了一部手机。到济南后，杨
某把目标选在了巨野河，对
这一片他比较熟悉，三年前
他就是“栽”在这里的。在午
夜或者凌晨的时候，他便在
巨野河出租房附近溜达，专
找锁着门的出租屋下手。由
于 出 租 房 的 门 锁 都 比 较 简
单，杨某屡屡得手。

潜入受害人的出租房之

后，杨某就寻找合适的财物，
像笔记本电脑、手机、现金，不
值钱的衣服、相册，甚至是女
性内衣，杨某是一件不落。如
果碰上受害人出租房里没有
值钱的财物，杨某也绝不空手
而归。4月23日凌晨，杨某潜入
一出租房内，发现没有值钱的
东西，就“顺”走了一件上衣。
天亮之前，他又打开了另一间
出租屋的门，这次他又毫无收
获，不甘心空手而归的他就又
抱走了床上的毯子和枕头。

4月23日晚上11点，杨某
又在寻找合适的盗窃点，高

新公安分局巨野河派出所梁
文海副所长带领民警孙锋、
李硕巡逻时，发现一处出租
屋房顶上有人鬼鬼祟祟，便
将其抓获。让杨某没有想到
的是，这位站在他面前的梁
警官，与三年前抓住他的是
同一个警察。

据审查，4月15日到济南
的杨某，在一周的时间里先后
盗窃13起，曾经一次就偷了两
台笔记本电脑。被抓后杨某对
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杨某已被高新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医务人员在现场对男性伤者进行救治。 市民 李先生 摄

司司机机当当着着交交警警面面喝喝下下二二锅锅头头
交警称，网络流传的酒驾反检查“高招”其实很不靠谱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岳倩南)

“交警同志，我想申诉个情
况，我是事后才喝的酒，刚刚
民警都看见了，也拍下来了。”
4月28日下午5点，在工业南路
与烈士山东路交会口附近，一
名浑身酒气的司机对民警说。

刚刚的酒精呼气检测中，
这 名 司 机 检 测 出 2 4 5 m g /
100ml的含量，远高于80mg/
100ml的醉酒驾驶判定标准。
执法的交警表示：“你的情况
我们了解，但是现在你涉嫌醉
酒驾驶，请跟我们去医院做验
血，并接受调查。”

其实，这名司机刚刚经历
了一场小事故，他驾驶着一辆
红色现代车停在路边，前面一

辆红色比亚迪在倒车时不小
心撞上了他的车头。

围观市民告诉记者，前车
撞上了后车，责任明确，但双
方对赔偿数额产生了纠纷，于
是有人打110叫来了警察。警
察一来，后车司机立马跑到路
边商店买了一小瓶郎酒，“咕
咚咕咚”喝掉后又跑出去买了
一小瓶二锅头喝掉了一大半。
这一前一后，大概得灌了3两
白酒下肚。

这一幕得到了一旁红星二
锅头专卖店老板的证实。他说，
小伙子来到店里买了一瓶5块
钱的二锅头，就是那种56°的
二两小瓶装。接着小伙子二话
不说，转身回到现场当着警察
的面喝了起来。

本是交通事故的受害方，
为何要当着警察的面喝下酒？

“旁边洗车行的人吓唬我。”面
对提问，小伙子脱口而出。

“他吓唬你，你为何就喝
酒呢？”对此，小伙子停顿了一
下解释，“你说呢？我不生气
吗？”

对此，洗车行的王先生表
示，比亚迪车主是他的客户。当
时两车相撞后，现代车车主态
度不好，他过去请车主好好说
话，没想到小伙子竟骂起他来。

“当时他就喝了酒，后来又买了
两瓶酒当着警察的面喝起来。”

记者看到，被撞的现代轿
车后视镜上拴着红色彩带，像
是刚刚参加完婚礼的婚车。半
小时之后，小伙子被带上了警

车，他将被带去武警医院做酒
精含量抽血测试。前车司机已
经驾车离开，他说，双方已经
就撞车事故调解完成。

针对网络和酒桌间曾流
传出酒驾反检查“高招”———
当着交警的面喝酒，民警表
示，2013年底，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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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规定，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
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
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以其
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结果作为认定其是否醉酒的
依据。如果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毫克/100毫升以上，应当认
定为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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