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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牛牛省省道道狂狂奔奔，，一一下下没没了了两两条条命命
牛和主人进入逆向车道被撞死，货车司机承担了次要责任

疯狂大货车
路上玩“漂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陈忠峰 孙菁) 交
警例行检查时，大货车非但不停车，
反而在路上玩起了“漂移”。

近日，蓬莱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
在巡逻至市海莱线齐山镇供电所门
口处时，发现一辆车号为鲁FV31**

重型半挂牵引车存在超载嫌疑，民警
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谁知该车
驾驶员见状非但不配合，反而“S”型
加速逃跑，在路上玩起了“漂移”，严
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50分钟后，这辆嫌疑车辆被设卡
民警截停。民警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
检查，驾驶员置之不理，把自己反锁
在车内。经过40多分钟的劝说，驾驶
员终才下车交出自己的驾驶证和行
驶证。驾驶员说，逃跑是怕扣分降级。

民警发现，该车过磅后车货超过
核载质量246%。等待驾驶员的是罚款
2000元，记6分的处罚，由于这位驾驶
员前期已经被记9分，民警依法对该
驾驶员驾驶证暂扣6个月，他的驾驶
证也将面临降级处罚。

小情侣吵架丢包
被小偷顺手牵羊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李大鹏 通讯员 刘夏 叶明 佳
利) 小孙和小张是一对年轻情侣，8

月12日晚，两人在海边因琐事吵起架
来，小孙姑娘把包扔沙滩就跑了，小
张也没顾得上捡包就跑去追小孙，十
几分钟后两人和好，再回到丢包的地
方时，发现包没有了。

8月12日19时许，开发区公安分
局民警巡逻至泰山路北头时，看到一
名可疑的男子。这名男子光着脚，肩
上挎着一个黄色女士包，民警发现，
该男子既不像在等人也不像在等车，
行迹非常可疑。民警上前对其进行盘
查，经过检查民警发现，包内有两部
手机、一个女士钱包，里面有数张银
行卡以及一百多元现金。据该男子交
代，这个包是他在海边捡的。这时，其
中一部手机突然响了，民警接听后发
现，是失主小孙打过来的。经询问，男
子韩某承认，这个包是盗窃所得，民
警遂将其移交金沙滩派出所作进一
步处理。

酒后骑摩托被查
装完病又报假名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王瑞国 潘佳) 蓬
莱驾驶员张某酒后驾车被抓，而为躲
避法律惩处，他一会儿谎称晕空调，
一会儿又编假名妄图蒙混过关，虽然
花样百出，却难逃严惩。

8月13日下午1点半左右，蓬莱交
警大队二中队民警例行酒驾检查，一
辆无牌摩托车在离巡逻车五十米远
处停下后，驾驶员调转车头准备逃
跑。见此情景，民警急忙追了上去，将
驾驶员抓了回来。

民警闻到该男子满身酒气,准备
在执勤车上对他进行酒精检测，可男
子却做出呕吐状，直说自己晕空调。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他最终接受了酒
精测试，结果显示，他血液内酒精含
量为72mg/100ml，属酒后驾驶。

眼看装晕行不通，男子告诉民警
他叫“张某帅”，但是经过系统查询并
无此人信息。眼看谎言蒙不住交警，
已是满头大汗的驾驶员终于报上了
自己的真实姓名“张某升”，原来张某
并没有摩托车驾驶证，害怕被交警查
出加重处罚，便妄图编假名蒙混过
关。张某因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酒
后驾车的行为将被罚款140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王晏坤 通讯员 牟法宣)

去年8月份，牟平一男子于某
夜里牵着牛经过205省道，不料
黄牛突然受惊狂奔，撞上了迎
面而来的一辆货车，货车毫发
无损，但于某和他的黄牛被撞
而亡。日前，牟平法院审理后判
定，双方均担责，货车一方赔偿
于某家人共计11 . 7万余元。

2012年8月24日，劳累了一
天的于某在给朋友帮完工后，
牵着自己的大黄牛回家，在途
经一处村庄附近时，大黄牛突
然受到惊吓，沿着205省道开始
狂奔。

看到黄牛发疯一般地往前
跑，于某马上追了上去，但身材
瘦小的他根本拉不住600多公
斤重的黄牛，他只能在后面用
力猛拽绳子，试图让大黄牛停

下。
不多时，大黄牛闯入逆向

的机动车道，与对面行驶而来
的一辆货车猛烈相撞，大黄牛
当场倒地死亡，紧跟在黄牛身
后的于某的头部也受到重创，
血流不止。

车祸发生后，货车司机王
某立即报警，但于某还是因抢
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为，于
某已经死亡，事故经过无法查
清，所以对事故责任无法作出
认定。

最终，经司法部门鉴定，货
车制动前的瞬时速度为62～66

公里/小时。经价格认证中心评
估，黄牛死亡的经济损失为
11000元。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王
某付给于某家人10000元，因对
赔偿款项未达成协议，受害人

家人一纸诉状将王某及保险公
司诉至牟平法院，要求他们赔
偿经济损失15万余元。

于某的亲属认为，王某晚
间驾车在没有路灯、视线不良
的情况下，超速行驶，是造成本
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应承担全
部责任，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
证实。而王某及保险公司则认
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于某违
章牵牛逆向行走，责任应当完
全由于某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于某牵着
牛未靠路边行走，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六十一条“行人应当在人行
道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
行走。”的规定，是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
任。

王某驾驶车辆也未确保安

全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
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
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
挥时，应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
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原则
下通行。”的规定，是造成交通
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的
次要责任。

根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应适当减轻
行人的责任的规定，结合双方
的过错程度，于某应承担60%

的事故责任，王某应承担40%

的责任。
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某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674元，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万余
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该案庭审法官结合本案认
为，我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乘
车人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
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规定，当事人的违法行
为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漠视是造
成交通事故的根源所在。

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

张提交证据证实，如果未提交
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证实
其主张的，应承担对自己不利
的法律后果。

在交警部门无法做出事故
认定的情况下，法院依据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对本案做出了
公正的判决。

法官在此提醒，城市郊区

及农村许多农户对自己饲养
的牲畜要严加看管，尤其在经
过人员密集区域及街道公路
时一定要采取安全预防措施，
以便在牲畜受到惊吓时，快速
报警、发出求救信号，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这起因牛受惊而
酿成的惨剧就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

谁主张谁举证

是本案判决关键

天热

火气大

这几天港城天气非常炎热，不少人的火气也“噌噌”往上涨，遇到一点小事就要发飙。
8月13日中午11点多，一辆21路公交车刚刚从南大街行驶至海港路，突然一个急刹车，公交车

停在了路中央。公交车左侧停着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司机和副驾驶上的男子探出头来，指着公交车
司机吵吵了起来。

原来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多次变换车道，把原本正常行驶的私家车挤到了路中央。这下把私
家车上的两个人“惹毛了”，逼停了公交车。结果双方一言不合争执了起来，双方险些大打出手。

最后，在附近执勤交警的劝说下，两位司机将车开到了路边，并报了警。在民警的调节下，争执
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本报记者 孙健 摄影报道

暗暗查查一一小小时时，，揪揪出出33辆辆黑黑出出租租
市运管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黑出租专项整治活动

法官说法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孙健 ) 近日，记者从烟
台市运管部门了解到，自8月
1 0日起，运管部门开展了为
期一个月的打击黑出租专项
整治活动，期间运管部门联
合公安交警部门，对市内三
区 (芝罘区、莱山区、高新区 )

范围内的无经营资质黑出租
以及不规范经营的出租车进
行专项整治、查处。8月 1 3日
晚，市运管部门展开集中整
治行动，共查处3辆黑出租，9

辆营运不规范的出租车。
13日晚8时许，夜查黑出

租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烟台市运管处道路运输市场
大队的工作人员们分为 6个
小组同时出动。

其中，3组在南大街与解
放路交叉口定点查处正常营
运出租车里的不规范经营行
为，主要包括运营证件不齐
全，驾驶员未经培训上岗、着
装不规范以及载客不文明等
行为，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定点查处小组共清查过往出
租车 4 0余辆，查处不规范经
营出租车9辆。

另外 3个小组的成员主
要采取暗查的形式，在市区
内主干道上查处非法营运出
租 车 ，即 黑 出 租 ，这 种 黑 出
租一般不具备正规出租车的
外形特点，仅在车前方亮一
盏红灯为标记。在一个小时
的 暗 查 过 程 中 ，这 3 个 小 组
共 查 处 3 辆 黑 出 租 ，其 中 有
两 辆 中 华 轿 车 和 一 辆 桑 塔

纳。
据了解，根据道路运输

法的相关规定，对于非法营
运 的 出 租 车 将 给 予 5 0 0 0 -
30000元的罚款处罚，13日晚
上查获的 3辆黑出租将受到
最高额罚款30000元的处罚。
记者从运管部门了解到，本
次打击黑出租专项整治活动
将从8月1 0日期一直持续到9

月 1 0日，在此期间查获的所
有黑出租将一律处以最高额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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