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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特别报道之

记者走基层
警营看变化

本报 6月 19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在市区打车时许多出租车都会中

途载客，但是收费时仍要求付全程
车费，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否违规，
而车费是否也应该两方乘客共同
分摊。

17日晚上九点左右，市民李女士
在黄河七路乘坐出租车回家，但是出
租车在行至黄河八路某路口时，又停
车载客，到达目的地后出租车司机收
取了李女士6元车费。李女士告诉记
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
了，有时候自己打车时也能看到车上
已经有乘客了，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

说是顺路可以载客，“但是到目的地
后会收取全程车费，我觉得这样不太
合理，本来是我自己打车，现在又拉
了一个人，这车费我自己负担就不合
适了吧，这就属于拼车了，应该两方
分摊吧。”同样情况市民王先生也遭
遇过，他告诉记者，当时在渤海七路
打车去滨州学院，但是上车时发现车
里已经有一个乘客了，然后到了滨州
学院后出租车司机和我们都要了全
程的钱，“这样司机不就是收双份钱
吗，感觉被坑了，后来打车时再有这

种情况我都不会同意司机再中途载
客。”记者在采访出租车司机时了解
到，一般雨雪天或是上下班高峰点都
会中途载客。“这对乘客也方便啊，而
且我们收费都不会多要，都是按照乘
客的里程数来，就算同时载两三个客
人，也是合理收取费用，”一名出租车
司机这样表示，这种和拼车不太一
样，只要不绕路就会按照打表价格收
取，而且乘客不愿意中途载客我们就
不再多拉人了。

随后记者咨询了滨州市交通

局专门负责投诉的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介绍，只要是同一方向不影响
第一乘客的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
可以中途载客的，第二乘客在合乘
路段时只需支付60%车费，非合乘
路段需支付全部车费，而第一乘客
的起点和目的地之间如果不存在
绕路情况，需支付全程车费，“不过
这种比例算起来非常麻烦，都是由
出租车司机自己估算，如果收费差
价特别高，就属于恶意收费，市民
可以投诉。”

当出租车中途载客时

乘客该如何分摊乘车费用？
交通局人员：第二乘客在合乘路段只需支付60%车费

沾化县公安局精心打造视频全覆盖“天网”工程

想在“天网”下做坏事，没门儿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田俊强 刘金海 毕于倩

“在沾化发生的涉车犯罪至
少会留下8个轨迹点……”也就
是说，沾化县公安局通过精心打
造的视频全覆盖“天网”工程，将
嫌疑车辆轨迹点连点成线，很快
就能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身份信息，凡是涉车流窜作案，
只要到了沾化县，定叫他有去无
回，这就是沾化县公安局开展的
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

正是得益于这一工程，沾化
县公安局创造了自2009年以来，
刑事发案以每年200余起的速度
下降，2012年，沾化县无刑事发
案天数达184天，创沾化近21年
发案最低。自2010年以来，省公
安厅组织的民调中，沾化县公安
局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综合成绩
连续三年全省前十，全市第一。

视频全覆盖，打造
六大防空圈

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流动人口急速增多，随之而
来的治安防控形势愈来愈复杂；
另一方面是警力不足、财力有
限，这种情况下，面对这种发展
形势，沾化县公安局在实际工作
中，趟出了一条向科技要战斗力
的路子，强力推进视频监控全覆
盖工程，建立起成熟的视频监控
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了驾驭动
态社会治安局势能力。自2010年
以来，省公安厅组织的民调中，
该县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三
年保持全省前十，全市第一。

“我们沾化县实现了视频监
控全覆盖工程，全县建成各类探

头5032个，打牢了科技创安的基
础。”6月16日，记者走进沾化县
公安局，刘新利政委非常自豪地
说道。正是在沾化县委政府的支
持下，合理规划，精密布网，按照
六级视频防控圈布局架构实施
推进，先后打造了核心区防控
圈、中心区防控圈、主城区防控
圈、大城区防控圈、乡镇间防控
圈、县边际防控圈。在这六级防
控圈的基础上，根据全县发案规
律特点、精确定点、定位，重点加
强重点部位监控，按照“点上全
覆盖、线上全设卡、面上全防控”
的思路，确保监控不留死角实现
了点线面结合格局，实现了对社
会的可视、动态、实时监控。

“2012年以来，视频侦查参
与破获案件占全部破案的90%以
上，有视频线索的案件平均在一
周内就可以确定目标，平均破案
率在85%左右。”刘新利说道。

精细化巡防，城区
发案率大大降低

“自大巡防工作以来，我们
下决心改变原有粗放的巡防模
式，提高巡防民警管事率、查获
率、作战能力。”自2012年10月份
以来，城区刑事发案环比下降
30%，街面巡防力量已成为一支
震慑打击犯罪的生力军。

今年2月1日，城区发生的一
系列入室盗窃案件，通过视频侦
查、犯罪嫌疑人体貌、轨迹、活动
范围被大体刻画出来，巡逻民警
立即调整巡逻方案，将优势兵力
集中到犯罪嫌疑人容易出没的

区域、路段，对网吧、公共场所重
点访问、巡查，便衣守候。2月2日
19时，民警在某游戏厅将犯罪嫌
疑人孙某抓获。
沾化县公安局在做好精细化巡
防上可以说是下了真功夫，巡逻
民警根据所有发案地点、作案时
间、进城路线、乘坐工具、个体特
征进行分析，在全县设立了148
个必巡区域、点段，固定298条必
巡线路，全部进行编号、制图管
理。设置电子巡更点，在重点单
位、易发案区域设置32个工歇
点，巡逻民警在工歇点休息，在
城区路口、人员密集处、治安复
杂区域建立四个治安巡逻站，民
警24小时值班备勤。

沾化县公安局信息化建设
围绕天网工程逐步完善深化，对
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了整体
作战模式，发生警情时，5分钟就
可以形成环城区包围圈，20分钟
形成环县域作战圈。“只要群众
报案及时，犯罪分子都难以逃
脱，让他们不敢来，来了不敢做，
做了跑不了。”今年以来，通过立
体作战模式当场打掉流窜犯罪
团伙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

2013年，沾化县公安局在完
善天网工程，做好第六期天网工
程建设，实现所有村里安装视频
监控的同时，努力推进四型警务
建设，为百姓打造安定幸福的居
住生活环境。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刘涛)
18日上午，嘉名都小区内一段电

缆被烧，致使8家沿街门头房断电
至现在，断电后，导致各店不能正
常营业，据各家店主介绍，两天营
业额比平时少了一半还多。电缆被
烧，责任归谁？物业、业委会、市东
街道办事处和市政相互推诿。

19日上午，有市民打来热线
称，时间嘉名都小区院内电缆被
烧，致使8家沿街门头房不能正常
营业，小区物业、市东街道办事处
和市政相互推诿，使被烧电缆时时
不能修复。

随后，记者来到其中一家门头
房，据该店老板介绍，昨天上午九
点左右停电，直到现在一直没电，
由于他从事的是饭店生意，炒菜、
做饭、食品的冷鲜全得用电，“除昨
天上午接了几桌婚宴外，饭店一直
处于歇业状态，由于没活，现在员
工都在家里休息。”他告诉记者，因
为昨天上午的婚宴早就预订了，他

们只好租了一个临时发电机，勉强
营业，“一天租费500，直接用不
起。”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几位顾客
来到店里吃饭，老板只能以没电为
由，谢绝。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另外
几家店铺，其中，福利彩票的店门
关闭，上面贴着“因停电，暂停营
业”字样。

据他们介绍，停电这几天，他
们每天的营业额至少减少一半。

记者在一位店主的带领下，来
到时间嘉名都小区院内，由于小
区还在进行管网改造，整个小区显
得很杂乱。现场滨州市电业局的工
作人员正在用仪器寻找断电源头，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勘查，终于将电
缆断电区域找到。物业工作人员立
即用工具将电缆挖出，在挖过程
中，不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不
久，包裹着电缆的铁皮被挖出，但
铁皮已损坏。

据电业局工作人员介绍，前期

电缆应该被挖伤过，后来由于下雨
受潮，导致电缆发生短路爆破致使
包裹着电缆的铁皮损坏。“现在找
到了断电区域，修复就很容易了。”

据现场围观人员介绍，昨天电
业局工作人员就曾来过，但由于电
源检测、电缆修复需要一部分费
用，费用由谁出？物业、市东街道办
事处和市政相互推，致使供电迟迟
不能恢复。

据了解，自从去年10月份开
始，小区进行管网改造，由市东街
道办事处牵头，办事处和市政分别
负责小区内的水暖管道和排水、排
污管道改造。

据小区物业张姓负责人介绍，
挖伤电缆的肯定是这两家单位的
某一家，昨天他一直找市东街道办
事处和市政协调此事，市东街道办
事处李姓负责人让物业出钱先将
电缆断电区域检测出，之后，他们
断定是否他们所为，如果是，他们
将负全责。“一条电缆3000块钱，我

们负担不起，况且也不是我们挖
的。”物业负责人说，市政宋姓负责
人承认一个月前他们施工时，曾挖
断过电缆，但当时立即将其接好，
业委会工作人员现场告诉他们，以
后再出现问题，由业委会负责修
理。

随后，记者分别电话询问市东
街道办事处、市政和小区业委会负
责人。

市东街道办事处李姓负责人
表示，如果是他们所为，他们会负
全责。市政项目部宋姓负责人表
示，现在他们已完工半个月，当时
他们已将挖断电缆部分修复完整，
业主委员会承诺后续事情由他们
负责；但是业主委员会负责人则表
示，当时业委会主要是协调方，没
有向市政做任何承诺。

据了解，为不耽误居民用电，
今天电业局工作人员特意拿仪器
设备义务为该小区检测、修复，估
计今天能够恢复供电。

本报 6月 19日讯(记者 赵树行
通讯员 姜玉霞) 21年的时间，

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因丈夫花某
的酗酒(成瘾)终支离破碎。近日，沾
化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纠纷
案件，判令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

1991年8月份，原告赵某与被告
花某经人介绍认识并订婚，1991年10

月领取结婚证并于同年农历11月举
行结婚仪式，婚后生育一男孩，现年
21岁，婚后前几年感情还可以，后来
花某经常酗酒(成瘾)闹事打人，为此
赵某曾喝过安眠药。后赵某实在忍
无可忍，于2005年在沾化县法院起诉
离婚，但为了照顾孩子撤回了起诉。
又于2012年3月份在沾化县人民法院
起诉与花某离婚，但在孩子的恳求
下，赵某撤回起诉。但花某并没因此
改过，继续酗酒，导致夫妻感情彻底
破裂。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婚姻基
础一般，虽两人婚后前期感情尚可，
但自花某有饮酒习惯后，导致夫妻
经常产生矛盾，现已是第三次起诉
与离婚，应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准予原被告离婚。

本报 6月 19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翟鑫) 阳信县的于先生

邀请同学到家做客，结果花了不少钱
买的酒打开后其中一瓶竟是空瓶，于
先生要求商家赔偿其五箱同样的酒。

“为了邀请几个同学来家玩，特
意去一家大型超市花300多元买了一
箱52°浓香型白酒，没想到有一瓶没
有开封，里面却一滴酒也没有，感觉
在同学面前太丢面子了。”家住阳信
某乡镇的于先生气冲冲地来到阳信
县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并提出了赔
偿其五箱同规格酒的要求。

接于先生投诉后，消协工作人员
立即去超市调查了解情况，超市承认
这酒确实是他卖给于先生的，并能提
供这批酒的所有手续和检验合格证
明。“出现空酒瓶现象可能是生产线
出现故障没有灌装或者瓶盖密封不
严导致渗漏等原因造成的吧”，超市
负责人解释说。超市对于给于先生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但对于于先生提
出赔偿五箱酒的要求认为索赔过高，
不能接受。

消协工作人员又与于先生进行
了沟通，于先生表示五箱酒的赔偿要
求是因为这种事情使自己太没有面
子了。工作人员指出，《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虽然依法赋予了消费者求偿的
权利，但是赔偿是有限制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
国家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也要求消费者依法维护自身的权利，
过度维权法律不予支持。

在消协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超市
经营者向于先生赔礼道歉，赔偿于先
生白酒两瓶，并报销了于先生往返的
路费，于先生表示满意。

丈夫嗜酒成瘾
妻子起诉离婚

消费者权益受损

也不要过度维权

小区电缆被烧，门头房不能正常营业
责任归谁？物业、业委会、市东街道办事处和市政相推诿

治治安安监监控控系系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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