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1月7日讯(记
者 唐学钰) 近日，记者收
到来自齐鲁壹点情报站壹
粉“贾先生”的爆料称：聊城
市区花园南路与文化路交
叉路口，北向南方向的指示
牌箭头与地面上的引导箭
头都是直行标识，但是不能
直行，不知是红绿灯错误还
是引导图标错误。

贾先生说，他沿花园路
由北向南行驶，快到文化路口
时先看到蓝色指示牌，就沿左
侧车道准备直行通过路口，当
时没有留意车道上的地面标
线，结果到路口红绿灯却只有
左转没有直行。后来他又特意
来这个路口查看，才发现那个
指示牌和道路上的标线、信号
灯都不一致。

11月5日，记者来到了
贾先生所描述的地点，通过
观察发现，距离该路口北侧
几十米的交通指示牌上显
示，花园路和文化路交叉路
口，由北向南分为两个车
道，分别是左侧车道为直
行，右侧车道为直行加右
转；地面标线则标识为左侧
车道为直行加左转，右侧车
道为直行加右转；路口的交
通信号灯则分为左转和直
行两个。

针对花园路与文化路
路口的交通问题，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位通过该路口的
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表
示在交通高峰期的时段，这
个路口压车十分严重，都不
敢在这个路口通过，一般情
况在这压车十几分钟算是
正常的。北向南方向，直行

和左转并为一个车道，信号
灯又分为左转和直行，有左
转的司机在这个车道上压
车很多见，在交通高峰期的
时段在这边乘客不好打车
也是有理由的。

对此，贾先生及随机受
访司机希望相关部门对花
园路与文化路路口的交通

标识给予回复和解答，缓解
交通高峰期的交通堵塞问
题，给广大市民创造一个良
好的交通环境。

“找记者，上壹点！”来
齐鲁壹点情报站，随时随地
@记者，300记者在线等你。
发情报爆料上头条，百万红
包等你拿！

聊城市区一路口交通指示牌与地面标线不一致

直直行行左左转转一一条条道道，，到到底底该该咋咋走走

11月5日，记者在花园路与文化路路口拍摄的照片。

本报聊城11月7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冯
永华 纪桂民) 4日上午，
聊城莘县交警大队张鲁中
队民警在日常巡逻执勤过
程中，依法查获一辆违规载
货的小型面包车，该面包车
放平座椅后加装板凳，摇身
一变成为了一台小货车。

11月4日10时41分，莘
县交警大队张鲁中队民警
在辖区莘岩路开展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中，对
过往车辆进行逐一例行检
查时，一辆车牌为冀D***82
的小型面包车在驶近执勤
点时，该驾驶员有意将车速
放得很慢，疑似躲避检查。
这一行为引起了民警的警
觉，然后，立即示意该车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

检查中，民警发现该面
包车车后车厢座椅被全部

放平，还加了一条长板凳，
车内上上下下塞满了一些
货物，就这样一辆面包车摇
身变成了一辆小型的货车。
该交通违法行为属于违规
载货。随后民警当场对该驾
驶员朱某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教育，并告知其小型普通
客车是不允许载货，且存在
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随
后，民警将车辆及驾驶人带
回中队作进一步处理。

在此，交警提醒：客车、
面包车拉货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客车、面包车车身
重量较轻，当车辆载重大
时，在转弯过程中，可能造
成车辆侧翻。或者是车辆载
货后没有办法将货物固定
住，当车辆急刹车时，货物
可能撞击到驾驶人和副驾
驶的乘坐人，造成人员受
伤。

放平座椅加板凳，摇身一变成“货车”

一一小小型型面面包包车车违违规规载载货货被被查查获获

被查获的违规载货面包车。

本报聊城 1 1月 7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赵彤) 花钱买东西天经地
义，可是有这样一伙骗子，
幻想着白吃白拿不掏钱，
还妄想别人给他钱。这并
不是什么高科技手段，而
是一种就发生在市民身边
的找零钱骗局。近日，莘县
公安局燕塔广场警务工作
站联合刑警大队抓获涉嫌
诈骗的违法行为人张某。
经查，1 0月 2 9日上午 9时
许，张某伙同李某等人在
政府街某大药店以买药为
由，通过伪装微信支付，扰
乱店员思维、转移店员注
意力等方式实施诈骗。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当时一名男子首先进店购
买一盒价值1 8元的药，递
给收银员100块钱，当收银
员准备找零钱时，他又说
用微信支付，随即把100元
拿走；该男子没有直接用
微信付账，而是一直和收
银员攀谈。此时，该男子另
一名同伙趁机进店以买药
为名，吸引收银员和另一
名店员注意。这时候之前
说要微信付账的男子，又
改口说不用微信付款，而
是催着收银员找钱，同时
要求再买另一种药品，借
机扰乱收银员思维。当收
银员把零钱付给男子，转

身去拿另一种药品时，这
名男子拿着零钱和药品快
速上车离开，同伙也随即撤
离。绕来绕去，两名男子始
终未掏一分钱，最后却拿着
店员找的零钱和药品离开，
店内监控如实记录下实施
诈骗的整个过程。当店员反
应过来后，立即追出店外并
报警，该男子的同伙被及时
赶来的民警控制。

经调查，张某为河南
省平顶山市叶县人，曾因
盗窃罪被判刑10年，2016
年刚被刑满释放，出狱后，
他伙同另外一名刑满释放
人员李某以及高某等人，
通过驾车流窜作案方式，

对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
一些商家的收银员进行诈
骗。由于被骗金额较小，这
些商家一般都认吃个哑巴
亏，没有报案，致使该团伙
一直逍遥法外。10月29日
上午9时30分左右，他们刚
到 莘 县 进 行 第 一 起 诈 骗
时，就被公安民警抓获。目
前，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
留，其余涉案人员高某、李
某等人在逃。希望大家看
到上述人员，立即报警，同
时也提醒各商家，如果遇
到此类诈骗行为，无论被
骗金额大小，一定要及时
报案，帮助公安机关收集
违法线索。

““找找零零钱钱””骗骗局局绕绕晕晕商商家家收收银银员员
这伙套路深的骗子栽了，警方提醒提防此类诈骗

为了保护水资源，提升居民爱
水意识，11月3日上午聊城大学青年
化学社成员前往人民公园举办保护
水环境宣讲活动。活动过程中，青年
化学社志愿者通过易拉宝、展板等
向市民进行宣传保护水环境的知
识。同时，志愿者就鲁西地区水资源
现状和生活中浪费水现象向大家阐
述该如何节约用水。围绕着我们的
生活环境通过典型事例进行现场解
说，给大家敲响了爱水的警钟，发出
了大自然的警告。此次公益活动取
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使节水、爱
水、保护水的观念深入市民的心中。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李雅馨

爱爱水水宣宣传传

为了持续支持水环境保护公益
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充分认识
保护水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
义，聊城大学青年化学社在2018年
10月27日开展了以水环境保护为主
题的社区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
主要针对社区居民展开，旨在通过
宣讲活动增强聊城人民的爱护水资
源的意识，自觉养成爱护水资源的
习惯。活动中，聊城大学青年化学社
志愿者进入社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
讲解，向市民宣传爱水、惜水、节约
用水的思想，同时，青年化学社的志
愿者还向市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和承
诺书。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刘昌凯

节节水水进进社社区区

为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环保理念，让聊城市的天更
蓝水更清，聊城大学青年化学社与
聊城市东昌府区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于11月4日上午联合举办河流走访
活动，活动过程中，志愿者们对周公
河沿边及水质进行了考察，组织学
生进行垃圾清理，让大学生们加入
到保护水环境中来，向附近市民宣
传水环境有关知识，号召广大市民
积极行动起来，为保护水环境尽自
己的一份力。本次活动的成功举行，
提高了大家保护水环境的意识，更
强化了当代大学生保护水环境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刘欣怡

水水环环境境宣宣传传

挂失声明
丁志轩，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编号：P370391740。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1年7月28号，接生
机构：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父
亲 ：丁 飞 飞 ，身 份 证 ：
372527198408190418；母亲：陈立
云，身份证：371581198503294466，
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英伦花园东区13号楼252，于

2015年12月9日交纳172139元房款
收据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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