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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昨昨日日大大雾雾，，最最低低能能见见度度仅仅十十余余米米
高速封路、长途站停止售票发车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彭彦伟) 8 日，日照全市范围
内迎来大雾天气，能见度最低
处仅 10 余米。日照境内高速公
路从 7 日下午 5 点 32 分开始
陆续封闭，直到 8 日中午 12 点
1 5 分才完全解封。受大雾影
响，汽车站所有班车全部延缓
发车，直到上午 9 点左右才开
始陆续售票发车。大雾给市民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日照市气象台 8 日 7 点
40 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目前，日照大部分地区已出现

能见度小于 5 0 0 米的大雾天
气，预计今天白天大雾仍将持
续，请注意防范。”据介绍，8 日
的大雾，最低能见度仅有十多
米。

8 日上午 8 点 40 分，记者
来到日照市长途汽车站，受大
雾影响所有车辆都停在发车区
内，车站也已停止售票，候车大
厅内坐满了准备外出的乘客，
而车站工作人员也不断用音响
向乘客们做着提醒，现场工作
人员也不断安抚着乘客们焦急
的心情。“我们打算去济南，本

来想早走，没想到遇到这样的
天气。”一乘客说。

日照长途汽车总站副站长
孙先亮介绍，由于大雾，8 日早
上他们一上班就停止售票发车
了，“我们也理解乘客着急的心
情，但还是安全第一。”孙先亮
说。直到上午 9 点左右，部分车
辆才开始陆续发车，由于不是
出行旺季，所以并没有造成乘
客过多积压的现象。

随后记者来到日兰高速日
照收费站，整个收费站被笼罩
在大雾里，高速已经封路，数十

辆车在入口处等待上高速。
来自内蒙古的乔先生说，

他 7 日晚 10 点多就已经到达
收费处，但当时已经封路，“再
等等吧，虽然有些着急，但浓雾
上路很不安全。”

随后记者从日照高速公路
管理处获悉，由于外地首先出
现大雾天气，日照境内两条高
速从 7 日下午 5 点 32 分开始
陆续封闭，随后日照也出现大
雾天气，境内所有高速全部封
闭，直到 8 日中午 12 点 15 分
才全部开通。

5 名逃犯近日被大雾堵在沈海高速离岚山出口三公里
处，日照烟台两地警方通力合作，将这伙逃犯一窝端。

本报记者 徐艳

烟台民警一路追击

五嫌疑人被堵高速

12 月 4 日上午 10 点左右，
汾水派出所的报警电话骤然响
起，接电话的民警听了一会马上
脸色凝重了起来。紧接着，两辆
警车从汾水派出所院内开出，直
奔沈海高速方向而去。

电话是岚山公安分局一位
民警打来的，他说在高速上有一
伙从烟台逃窜而来的嫌疑人，烟
台警方一路跟踪到此，但人手不
够急需当地警方协助。

10 分钟后，岚山的 7 名民警
即赶到了现场。

原来，当天大雾弥漫，沈海
高速路上堵车严重，一路跟踪到
此的两名烟台民警和嫌疑人车
辆都被堵住了，但因为后援力量
还没赶到，两名烟台民警并没有
贸然实施抓捕。

趁着堵车，其中一名烟台民
警假装下车查看堵车情况，最终
确认，嫌疑车辆内，有 5 名壮男
子，还有 5 条狼狗。

眼看车队在慢慢前进，再不
抓捕可能就错过机会了，于是烟
台民警就与日照警方联系请求
支援。

高速上前截后堵

五名嫌犯全落网

7 名岚山民警赶到后，人手
够了，双方开始部署抓捕事宜。

由于堵车，7 名民警是弃车
跑上高速的，这样，能用于拦截
的有两辆车，一辆烟台警方的车

和一辆当地警车。
根据当时车队正在缓缓移

动但行进速度相对较慢的情况，
双方制定了用车辆前后夹击、人
员从两侧包抄的抓捕计划。

两辆车随着车流慢慢向嫌
疑车辆靠近。慢慢地，两辆警车
一前一后将嫌疑车辆夹在了中
间。刚刚夹击完成，车流又不动
了。民警感觉时机到了！

7 名岚山民警借车辆掩护，
猫腰从两侧车道快速向嫌疑车
辆包围，随后民警一拥而上，5

名嫌疑人被一举擒获。

工地盗窃钢管

案值 60 余万元

这伙嫌疑人来自安徽阜阳，
团伙人员众多，有十几人左右。

11 月中旬，烟台开发区公安
局刑警大队接到报警，一建筑工
地发现钢管卡子被偷。紧接着，
第二天又有钢管丢失，民警判
断，作案的应该是一个团伙，且
团伙成员众多。

最终，民警确定了 3 辆嫌疑
车辆。12 月 3 日晚，在完全掌握
嫌疑人作案规律和行踪的情况
下，烟台开发区刑警大队部署

“收网”，当场抓获嫌疑人 7 人，
另有几名嫌疑人开车直奔安徽
方向。

随后烟台刑警一路跟踪嫌
疑人至日照岚山，这才出现了高
速路上抓捕的一幕。

据了解，被抓获的 5 名嫌疑
人，最大的 47 岁，最小的才 20

多岁，其团伙总涉案价值约 60

多万。

尧王洞藏封坛酒首次面向社会

报报名名““幸幸运运新新人人””有有机机会会赢赢 88999999 元元喜喜酒酒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尧王集团、日照市婚庆礼
仪行业协会、齐鲁晚报联合主办的
尧王喜酒迎新会将于 22 日在尧王
集团耶米格俱乐部盛大举行。这也
是尧王洞藏封坛酒首次面向社会，
寓意爱情香甜如蜜，长长久久。现
面向社会征集 50 对幸运新人，参
与即有大礼相赠。

喝喜酒一直以来是参加婚礼
的代名词，人生最大的礼仪莫过于
婚礼，从中不难看出酒与喜庆氛围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代亦有“莽
赶秀，古典传，封坛酒，美名扬”的
说法。

酒具有保鲜的功能，从婚姻
爱情的角度来讲封坛酒亦为将
爱情保鲜，更有金玉良缘之寓
意，一对新婚夫妇在新婚之日能
够亲自封存一坛洞藏好酒，将圣
洁的爱情与醇厚绵长的酒香共
封存，当多么年以后自己的儿女
结婚之时，或者在金婚之日开启
封存的幸福与爱情，将这份爱与
醇香传递，其寓意是黄金、白金、
珠宝所无法替代的。

据尧王集团喜庆酒水服务中
心刘树国介绍，此次尧王集团推出
的喜酒新品主要有尧王醇红双喜、
尧王醇龙凤呈祥、尧王醇红红火

火、龙瓶尧王醇以及尧王洞藏封坛
酒等新品。

“龙凤呈祥取其吉祥如意之
意；红红火火是元宝瓶，瓶体为烫
真金，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红双
喜整体呈红色，代表喜庆的色彩与
气氛。”刘经理介绍，此次尧王举办
喜酒迎新会，诚邀新人参加，希望
新人、新品共同开启红红火火的新
一年。

参加当天活动的新人都可
参加由尧王集团赞助的“幸运新
人”抽奖活动。一等奖 1 名：获得

“百年好合、天长地久”，即价值
8999 元尧王洞藏封坛酒，并举行

新人现场封坛仪式。二等奖 5

名：获得“幸福久久”，即价值 599

元的 68 度洞藏好酒精品礼盒；
三等奖 20 名：获得“好运连连、
祝福绵绵”，即《齐鲁晚报》价值
180 元全年订报卡一份。

此外，参加活动的新人都可
获得由尧王集团提供的印有新
人专属照片的喜酒专用酒两瓶。
活动现场定新婚喜酒的可享有 8

折优惠，并可免费定制带有新婚
照标签的专属婚宴用酒。凡参与
的新人，结婚当日可在《齐鲁晚
报》刊发婚纱照及祝福，获得大
家的祝福。还在等什么，赶快报

名参加吧！
活动举办时间：12 月 22 日；

举办地点：尧王集团耶米格俱乐
部；咨询电话：18663392811 、
8308110、8718900。

报名及参与方式：2013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16 日，凡是有意
向的新人都可拨打电话 8308110

进行预报名。
2013 年 12 月 17 日— 12 月

18 日，符合要求的新人在规定的
时间，携带本人身份证、结婚照和
结婚登记证，到《齐鲁晚报》日照记
者站提交报名材料，并进行资格审
查。

12 月 8 日，日照市区降下大雾，能见度比较低，但 8 日是
个好日子，不少新人选择举办婚礼。朦胧的雾，喜庆的婚礼，
让这份爱情多了一份美丽。

图为 12 月 8 日，碧海路上，一婚礼车队在雾中缓慢行
驶。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3 个 15 岁少年

抢 330 元被判刑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梁作升 ) 3 个
15 岁少年滑完旱冰后缺钱吃饭，
便抢了同龄熟人 330 元，3 人丝
毫意识不到这是在犯罪。最终，三
人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分别被处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去年 8 月 22 日，15 岁的小
安、小孙、小陈(女)等 4 人在市区
某地滑旱冰，滑完旱冰后几人觉
得没钱吃饭了，正巧小安看到同
龄的熟人小赵也在旱冰场，“出来
滑旱冰，谁身上不带几个钱？要不
咱看看他身上到底有多少钱？”小
安提议。

于是，几人便采用暴力、言语
威胁等手段，抢劫被害人小赵现
金人民币 330 元后扬长而去。小
赵报警后，几人分别被警察抓住。

今年 7 月 23 日，东港区人民
检察院以小安、小孙、小陈等构成
抢劫罪为由，向东港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我们这几个人家境都不错，
当时就是把钱花在了滑旱冰上，
没钱吃饭，想找点钱吃饭，压根就
没想到会坐牢。”几人对援助律师
说。

2013 年 8 月 13 日，东港法院
作出判决，依法判处三人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分
别被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考验
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生意伙伴变仇人

失去理智挥菜刀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张鑫 杨凤秀) 石
材质量出现瑕疵实属正常，本该就
事论事、积极协商、妥善处理，但

“话不投机半句多”，挥刀砍向对方
一家三口，就连刚年满 7 岁的孩子
也未能幸免。近日，五莲县人民检
察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
了犯罪嫌疑人顾鸣(化名)。

今年 7 月 20 日，五莲某村 44

岁的顾鸣同往常一样向 40 岁的
厉某配送大理石，此前两人作为
生意伙伴往来 3 年多，关系一直
不错。这一天，厉某在接货后不久
便告知顾鸣，石材在运输过程中
出现多处断损，无法正常销售。两
人电话中争吵不断，顾鸣提出到
厉某经营的门头查看实物并进一
步商谈价格。

孰料，两人见面后火气大涨、
互不相让，在厉某作出拒付货款
决定后，顾鸣大怒，操起厉某家的
菜刀，猛然挥向厉某头部。

厉某妻儿见状上前阻止，已
“杀红眼”的顾鸣完全失去理智，
朝两人头部、脸部连砍数刀。血肉
模糊的厉某妻子躲到床下，儿子
忍痛跑出家门，穷凶极恶的顾鸣
才将砍刀丢至一旁，掏出手机报
警自首。

后来经法医检验，厉某一家
三口伤情均构成轻伤或重伤。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雾中婚礼 朦胧浪漫

五五逃逃犯犯被被大大雾雾堵堵高高速速上上
日照烟台警方合作，上演“一窝端”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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