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品牌 颜色 电机号

1 捷羚 桔黄 LJ13*****764

2 邦德 蓝色 YF164*****85

3 新日 蓝色 13T42*****KTD

4 邦德 绿色 AQK166*****0851

5 比德文 蓝色 C140*****411

6 捷马 紫色桔红相
间

HT414*****885

7 邦德 蓝色 AQK1648******033

8 爱德森 红白相间 XWV2P*****TJZ

9 澳柯玛 白色 XDYWS*****942

10 雅迪 黑色 16A48*****8557

11 小刀 粉红 AOMA48*****2887

12 轻骑 蓝色 JZWD*****1648

13 贝尔捷 浅绿 JWB*****935

14 雅迪 蓝色 1648*****597

15 雅迪 玫红 1648*****5761

16 比德文 粉红色 W41*****737Y

17 木兰 蓝色 HH*****13

18 英克莱 蓝色 48V*****0581

19 飞鸽 紫色 FGXS*****03426

20 澳柯玛 蓝白相间 11*****Y60

21 雅迪 黑灰色 164*****740

22 赛克 蓝色 355ZW*****882

23 捷马 蓝色 HT41*****813

24 金城 红色 HB16-48*****4708C

25 蓝岛 玫红色 HT416*****99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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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轿轿车车逆逆行行又又疯疯狂狂追追撞撞2200分分钟钟
“现代”车载记录仪显示，被“长城”别车17次、撞击两次

本报记者

2日晚10点30分左
右，一辆长城轿车从望
岳东路卜蜂莲花超市
东侧向西南逆行，与一
辆现代轿车刮擦。现代
轿车追上去，见长城车
司机像喝过酒，不想再
与其纠缠，要开车走。
没想到长城轿车又追
上来，从东岳大街、望
岳东路、望岳西路、长
城路等路段紧追现代
轿车20多分钟，别车17
次，先后撞击现代车的
车尾和右车门。

6月2日晚11点多，在时代
佳苑南侧和泰山大街的路口，
停着三辆警车。交警和派出所
民警正在向两辆受害车辆的车
主了解情况。肇事车辆已经向
西逃逸，警方汇报了110指挥中
心，让各巡逻组注意拦截。

受损比较严重的是一辆白
色现代轿车，车后备箱的盖子
撞凹了一块，车尾两块铁板连
接处出现一道半米多长的口
子。车右前轮上边的铁皮撞凹
陷，两个后视镜都有受损。

一辆小型SUV停在路口，
后面停着一辆警车，两车都开
着双闪。这辆车几分钟前在路
口等红灯，肇事车辆从后面撞
上来，又继续向西逃逸，车受损
不算重。

两辆车上的人都没受伤，
但吓得不轻。坐在现代车副驾
驶上的赵女士还没缓过神来，
对象接她回家，没想到被人追
着撞了两次。对方情绪很激动，
把她吓坏了。

开车疯狂追撞

见到交警就跑

望岳东路上，“长城”逆行冲过来

现代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
下事件发生的过程。

当晚10点38分，王先生开车从望岳
东路向北行，走到卜蜂莲花超市东侧的
单行道上，路过减速带时，一辆白色长
城轿车逆行向南走，突然向王先生的车
迎面冲过来。王先生向右猛打方向，还

是刮擦到左侧的后视镜。长城车没有停
下，继续南行，王先生立即掉头去找他
要说法。

走到中兴时代大厦附近时，长城
车减速想往东边的岔路口拐弯，这时
王先生看清了他的车牌。王先生开过
去停在前车的左边，从记录仪录下双

方的对话中，可以听见王先生先问“怎
么回事儿，你怎么逆行还开这么快？你
喝酒了？”对方反问：“啊，你想怎么治
啊？”

王先生说，一闻对方身上有酒气，
身上还有纹身，不想继续纠缠，就开车
继续向南走，同时打110报警。

围追堵截，两次横在路中间

王先生的车向南走出50多米，长城
车就追上来，一把横在路上，王先生躲
开，掉头向北。同时赵女士把事发地点
和情况打电话反映给110。

王先生开车走到卜蜂莲花南的桥
洞子，长城车又追上来，这次是从右侧
别过来。长城车的驾驶员下车，跑向现
代车，还指着王先生辱骂。王先生让赵
女士扎好安全带，倒车掉头再次南行。

在报业大厦北侧，长城车第三次别
车，王先生再次掉头，这次开上了擂鼓
石大街，在泰山学院附属中学门口，长
城车第四次别车。王先生掉头从泰山广
场东侧向西拐上东岳大街。在泰山广场
西南角路口遇上红灯，没想到长城车从
另一个车道上绕到前面，横在斑马线上
挡住现代车。王先生倒了几米，绕开该
车，继续向西走。在御碑楼中学附近，长

城车第2次横在路中间别车，王先生绕
开继续向西。

在体育场路口东侧，长城车再次别
车，司机第二次下车跑向现代车，拍车
门。王先生躲过，掉头沿东岳大街向东
行，从迎胜路向南走。在泰山大街和迎
胜路路口，长城车从后面撞上现代车。
现代车绕到望岳东路，又绕到迎胜桥，
在迎胜桥北头，长城车撞上车右侧。

锁定肇事司机，交警喊他自首

在之后的十几分钟里，长城车又
分别在迎胜路和泰山大街路口北第8

次别车，在报业大厦南侧第9次别车并
刮蹭，在望岳东路中段第10次，在附属
医院北侧第11次，在长城路五环小区
附近第12次，在月季花园附近第13次，
在长城路和12号街路口第14次，长城
路北头路口第15次别车。

在东岳大街泰山广场段，长城车再
次别住现代车，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男子
从驾驶位下来，跑向现代车，拍打发动机
舱盖。此时，赵女士和警方联系好，警方
在报业大厦等待，让王先生打开四角灯。

在报业大厦北，最后一次别车后，
长城车看到了警车，向西逃走。王先生
的车停在警车旁边，脱离危险。肇事车

逃逸时又在万朝洲际酒店路口撞了一
辆在等红灯的小型SUV。

目前，王先生已经把肇事车车牌号
和行车记录仪录像提交给警方，并做了
笔录。交警已经锁定车主身份信息，要
求车主到交警二大队投案自首。

交警称，该车涉嫌肇事逃逸，寻衅
滋事，危险驾驶等，将依法追查。

长城车驾驶员下车指着王先生辱骂。 在东岳大街，长城车横在人行道上别车。

●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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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俄立芃) 6月5日、6日，
泰山区公安分局将在东
湖公园退还88辆被盗电
动车。

泰山区公安分局自5

月16日起，在泰城城区组
织开展了为期20天的打
击防范盗窃电动车违法
犯罪“利剑 3号”专项行
动。行动中，分局采取便
衣抓现、设卡盘查、定点
清查、专案侦查等多种方
式，抓获盗窃电动自行车

嫌疑人18人，追缴被盗电
动自行车88辆。

6月5日、6日，泰山区
公安分局将在东湖公园
西门广场举行泰山区公
安分局打击盗窃电动车

“利剑3号”专项行动退赃
大会，届时将在现场退还
被盗电动车。为使这些电
动自行车早日物归原主，
现公安机关通过本报发
布部分被盗赃车的车辆
信息，如果这里有您被盗
的电动车，请及时拨打
8227110联系。

88辆被盗电动车

明起在东湖公园退赃

等待失主认领的电动车。 本报通讯员 摄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张伟 ) 5月31日下午3点40左
右，泰安市南开发区蒙牛南转
盘西200米处，一辆半挂停在路
边，后边一辆厢式小货车突然
撞上来，小货车驾驶室严重变
形，驾驶员被困，消防特勤中队
接警将伤者救出。

5月31日下午3点42分，泰安
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接支
队119指挥中心调令，南开发区
蒙牛南转盘西200米处，两辆货
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室
变形严重，驾驶员被困，特勤中
队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事发现场，一辆鲁Q牌照的
半挂停在路边，一辆白色厢式
小货车与其发生追尾，小货车
车头损坏严重，右侧驾驶室变
形，地上有大量车体碎片。小货
车男子困在驾驶室，身上有明

显血迹。“当时半挂停在路边，
后边这辆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撞上了。”现场一目击者
说。

了解相关情况后，消防官
兵用液压扩张器，将左侧变形
的车门撬开，用剪刀将男子身
上的安全带剪开。“经过询问，
男子两腿并没受伤，但右胳膊
有伤，稍微一动，男子就喊疼。”

消防官兵利用抢险救援车
和半挂车，对故障车辆进行拖
拽，随后对变形驾驶室进行牵
引，进一步拓展救援空间。当扩
展到一定程度后，消防官兵利
用液压顶杆对变形驾驶室进行
撑顶、扩张，最终将被困人员成
功救出。

随后，男子被送往医院接
受救治，事故原因交警部门还
在调查。

半挂车停路边

后面厢货撞上来

事发
现场。本
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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