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后犯晕，竟拿中奖彩票投币
奖金可是5000元哪，幸亏公交工作人员帮乘客从一堆钱里找了回来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戚
淑军 通讯员 范勇) 一乘客上公
交车，一不小心将买的彩票当零钱投
进了公交票箱，没想到这张彩票中了
5000元的大奖，乘客兑奖的时候却
咋也找不到彩票了，还好，最后在公
交票箱里找到了彩票。

8月30日一大早，一位青年男子
急急火火地来到公交恒生五队驻地，
这位老兄是来找彩票的。一看见有驾
驶K59路的驾驶员，小伙子就问：“昨
天我坐你车了吗？我可能把一张彩票
投进去了。”听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

在车队办公室，经询问后大家才
明白，小伙子姓孙，29日晚，孙先生
与朋友喝完酒后乘坐K59路回家，上
车的时候误把彩票当成一元零钱投
进了公交票箱。30日发现彩票中奖
后，想去兑奖却怎么也找不到彩票
了，前前后后都找遍了，最后感觉有
可能是把彩票当钱投进公交车票箱
了，于是来到车队，看看能不能找到。

“昨晚喝得多了点，脑子也不太
清醒，好像是一位女司机，长头发。”
根据乘客提供的乘车时间及驾驶员
的特征，车队找来了当时的驾驶员侯
淑春，看到这名乘客，侯淑春乐了，原

来29日晚上，这名乘客上车时，随手
将一张纸投进了票箱，侯淑春当时也
没有看清楚，但感觉是一张，最多也
就一元钱。K系列车票价两元，为此
侯淑春还跟乘客提出来，可乘客当时
坚持说是投了两元。看到乘客喝大
了，驾驶员也就没再坚持。

“喝多了，醉酒误事啊！”孙先生
讪讪地表示。

车队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后，中午
11点半，在K59路车的一个钱袋内的
确发现了一张彩票。拿着彩票，孙先
生终于乐了，“这可是5000元呀，要
是丢了那可亏大了！”

为多拉货，大货加高栏板
被处以500元罚款并恢复原状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任
军 赵英杰) 历城交警大
队车管所民警查获一辆私
自加高栏板的大货车，依法
对车主做出了处罚，并责令
其将加高的栏板拆除。

8月30日上午8时许，
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开进了
位于机场路，济青高速小
徐立交桥北1 0 0米的馨禾
缘车辆检测中心年审。车
管所民警发现该车的栏板
有些异常，“以我的经验，
这辆车的栏板不应该有这
么高。”

于是，民警调出了这辆

货车的尺寸信息对比测量，
发现这辆车的栏板比出厂
时整整高出了一倍。经过询
问，车主承认，对车辆栏板
进行了改装。

历城区车管所教导员
张成斌介绍，车主之所以私
自加高车辆栏板，是嫌货箱
栏板高度低、载货少，为了
多拉货，追求经济利益。但
是这样会造成车辆严重超
载，对驾驶员及他人都造成
很大的安全隐患。

张成斌说，这种私自改
装栏板的行为，要处以500
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原
状。

为过年检，借来行驶记录仪

本想省钱，反被罚200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任
军 赵英杰) 一大货车车
主为通过年检，借来朋友的
记录仪暂时装在自己车上。
被民警识破后，不但没能省
钱，还被罚200元。

8月30日上午，车辆检
测中心，历城交警大队车管
所民警在对一辆挂济宁牌
照的大货车检查时，发现驾
驶舱前面的行驶记录仪有
些异常。

“这个记录仪有一条
打印纸露在外面，看起来
能正常打印运转的样子，
但底座跟车体的连接很不
好，一看就不是正规安装

的。”民警轻轻一拉，底座
的电线就脱落了，“这就证
明这个记录仪可能是临时
租借来的。”

经询问，车主承认，行
驶记录仪确实不是自己车
上的，“为了过这个年审向
朋友借的。”

“安装一个行驶记录仪
一般需花费近2000元，一些
车主为贪图小便宜，往往不
按规定安装，到车辆年检
时，为蒙混过关，利用租、借
等方式，弄来一个装在车
上。”张成斌说，对于这种不
按规定安装行驶记录仪的
行为，要按规定处以200元
罚款。

假币贩子先拿真钱付款，验钞后借故换成假币

收银时小心假钞掉包计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
頔) “幸亏又验了一遍钞，要不然就
把假币收下了。”任万鹏是一家药店
的店员，8月29日他收银时，一顾客
借故将验好的钞票要回，再次交付时
钞票竟被瞬间换成假币。这种掉包
计，在这一家店里4天内就发生了两
次。

8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山大南
路北侧的某大药房建新店，监控录像
将假币贩子的行骗过程清晰地呈现
了出来。只见29日上午10点25分，一
个身着粉色上衣的女顾客进店后，在
货架上随意挑选了一盒药品，便来到
了收银台结账。

任万鹏对这盒标价6 . 6元的药
品计价时，女顾客已经打开了钱

包，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准备付款。
任万鹏将这张钞票在验钞机上过
了两遍，都没有问题，就在他准备
将钱放进收银机的钱箱时，女顾客
拦住了他。

“哎，我这钱包里还有几张零钱，
说不定够付药费的。”女顾客把几张5
角1元的零钱放在了柜台上，接过了
任万鹏手里的百元钞。见这几张零钱
并不够付费，女顾客又把百元钞递给
了任万鹏。

刚想把手里的钞票放入钱箱，任
万鹏突然发现钞票的颜色和质感与
之前相比有了变化。他又把这张钞票
过了几次验钞机，机器都发出了假币
提示音。女顾客见状，忙把钞票要回，
转身便出了店门。

“估计这是团伙作案。”店长朱继
介绍，26日下午，有个40岁左右的男
顾客在付费时掉包使用假币，被店员
当场识破。“当时他把真钱换成假钞
后，直接扔进了钱箱。”朱继说，幸好
收银的店员多了个心眼，又验了一遍
钞票。

“今年年初，我们就被这种手法骗
过一次。”朱继把假币贩子的监控视频
截图发到了公司的内部网络上，有其
他分店的店员回复说，也曾见过此人
用假币付费。

掉包事件发生后，朱继曾向派出
所报案，警方表示，以后再遇到这种
事，店员可以想办法把嫌疑人稳住，
并立即报警，相关监控录像的保存也
有利于警方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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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乘客违规乘车遭殴打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戚淑军) 不进站就要
上车本身就不对，驾驶员劝
阻时还将驾驶员打了一顿，
这位乘客可真够粗野的。

8月29日下午3点，K93
路驾驶员李鹏像往常一样
把车开到玉函南区东站的
停车场，准备和驾驶员李欣
交接班，在李欣上车准备接
班的过程中，一男乘客尾随
李欣一起登上公交车。公交

有规定，在停车场不允许上
客。

驾驶员李鹏赶紧过去
跟乘客解释，这里是公交司
机交接班的地方，乘客乘车
需要到第一站去坐。没想到
驾驶员的劝阻引来乘客的暴
怒，一巴掌就甩在了李鹏的
头上，然后冲着驾驶员就踹
了一脚，驾驶员被踹倒在车
厢里，这名乘客下车扬长而
去。

女女
顾顾
客客
声声
称称
有有
零零
钱钱

要要
回回

了了
检检
验验
过过
的的
真真
钱钱


零零
钱钱
不不
够够

女女
顾顾
客客
掉掉
包包
后后

递递
上上
了了
假假
钞钞


掉掉
包包
计计
被被
识识
破破

女女
顾顾
客客
药药
也也

没没
拿拿
离离
开开
了了
药药
店店


刚刚
想想
把把
钱钱
入入
柜柜

店店
员员
发发
现现

手手
感感
不不
对对


视视频频截截图图


	C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