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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王兴飞） 醉驾机动车出事故
撞上路边护栏，而车上下来的
俩醉酒男子竟都指责对方是
驾驶员，由于车辆行驶路段隐
蔽，沿途监控难以锁定驾驶
员，加上缺少目击市民，这次
违法交警该怎么处理？12月9
日，市中交警对外发布了这起
看起来十分棘手的案件。通过
DNA技术鉴别，民警成功实现
零口供破案。

9月13日晚上8点左右，在
经十一路80号附近，有人因不
明原因发生肢体冲突。目击市
民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赶到
后发现，原来一辆车撞坏道路
隔离护栏，车辆驾驶员涉嫌酒

后驾驶，事故后因故又与路人
发生冲突。

接到报警后，市中交警赶
到现场，初步调查断定，这是
一起因醉酒驾车发生的撞坏
公共设施的自伤事故。“车辆
撞坏护栏后，肇事车上下来的
两名人员下车查看，其间一人
与路人发生争执，引起冲突。”
处理事故的民警称。

然而，当民警对满身酒气
的两人进行讯问时，两人竟互
相指认对方是肇事车辆驾驶
员。“见过酒驾逃逸的，这种互
相指认对方是驾驶员的还真
不多见。”民警称。

由于没人承认自己是驾
驶员，民警如何落实处罚犯了

难。民警只好现场对两人均进
行抽血酒精检查。检查结果显
示，杨某和孙某血液酒精含量
均达到醉酒标准，也就是说如
果驾驶员核实后，其中一人必
涉嫌危险驾驶罪。

市中大队事故中队中队
长张永胜称，由于车辆行驶距
离比较短，路段较隐蔽，从两
人上车到撞上护栏只开了500
米，也没有直接目击证人，现
场提取的证据无法确定谁是
驾驶人。后期讯问中，俩人除
一味指认对方是司机外，其他
问答均无破绽。

谁才是肇事车辆真正驾
驶员？破案陷入僵局时，市中
大队联系济南市公安局刑事

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肇事轿车
的十多处位置提取了相关检
材。经DNA技术鉴定，在所有
检出DNA的检材上，均显示为
杨某的DNA，无一个检材出现
孙某的DNA。

尽管杨某声称自己喝酒
忘了当时的情况，但交警凭借
DNA铁证成功锁定杨某为事
发时轿车驾驶员。

据介绍，该案件也是自2011
年醉驾入刑以来，济南利用人体
脱落细胞的DNA技术、零口供破
获的首起危险驾驶案。

目前，杨某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经市中公安分局批准，已
被刑事拘留并送往济南市看
守所羁押。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杜
洪雷 通讯员 李正伟） 为获取
高额利润，夫妻二人先后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舒肤佳香皂及雕牌肥
皂等，销售金额达二百余万元。

去年9月4日，平阴县公安局经
侦大队包村居民警在入户走访时，
有群众反映村里商店销售假冒舒
肤佳香皂。民警随即对孝直镇各乡
村商店逐一检查，发现不少商店销
售的舒肤佳香皂为假冒产品，均是
从孝直镇某百货批发超市购进。

民警随即对此百货批发超市
进行调查，得知两肥城籍男子刚送
完假冒舒肤佳驾车离开。民警立即
驱车追赶，在105国道临近东平县边
界处成功将犯罪嫌疑人付某生抓
获，随后又在肥城市王瓜店镇的仓
库内将另一嫌疑人傅某国抓获，并
当场查扣假冒舒肤佳香皂及雕牌
肥皂100余箱。

民警顺线追踪，2013年11月26

日，最终将上线犯罪嫌疑人张某强
（男，38岁，临沂人）、梁某连（女，39

岁，临沂人）抓获归案。
经查，2010年至2013年期间，犯罪

嫌疑人张某强、梁某连夫妻俩在临沂
市自己家中设立生产窝点，从临沂某
日化有限公司购进原材料，并从广东
潮州人林某贤处购买假冒汰渍和碧
浪洗衣粉的包装标识袋，大肆生产假
冒“汰渍”及“碧浪”洗衣粉，并购进假
冒“舒肤佳”香皂，后将上述假冒洗化
用品销往山东省平阴县及甘肃省、安
徽省、江苏省等，涉案价值二百余万
元。

今年11月3日，平阴县人民法院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判处
被告人张某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19万；判处梁某连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8

万8千元。两人非法所得20万元依法
没收，上缴国库。

夫妻制售200万元

假舒肤佳获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兴
飞） 日前，山东省公安部门开展了
为期4个月的校车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行动。即便如此，仍有非法营运车辆
顶风作案，在省城违规接送在校学
生。12月9日当天，济南市中交警大队
在行动中就查处了两涉事车辆。

日前在对校车、接送学生车辆进
行摸底排查时，市中大队民警得到一
条重要线索：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在辖
区玉函小区附近违规接送学生。民警
排查显示，面包车涉嫌黑校车性质，
这很可能是一起校车严重违法行为。

民警调阅了学校门口及周边商
铺监控视频并将信息反馈给大队指
挥中心。根据车辆轨迹研判和违法事
实分析，民警最终锁定了这辆牌号为
鲁A8L×××的金旅牌蓝色中型面包
车。经调查，民警摸清了这辆车几乎
每天7点15分到达学校接送学生。

12月9日清晨6点20分，市中大队
部署了12名民警，其中6名民警布置在
学校门口附近，4名民警更是身着便
装安排在事先设定好的地点。7时50

分，嫌疑车辆被守候民警一举抓获。
经查，车辆驾驶人江某准驾车型

C1（无校车驾驶资格），车牌号鲁A8L

×××，无校车营运资质，核定载客9

人，却载有11名学生。
据介绍，12月9日当天的查处行动

中，市中交警大队共查处7辆超员面
包车，其中2辆为接送学生的黑校车。

顶风接送学生

两“黑校车”被查

多多条条干干道道施施工工，，西西部部变变““堵堵””城城
少南北贯通路使得市区西部交通更加拥堵

醉醉驾驾出出事事，，俩俩人人互互指指对对方方为为司司机机
DNA“说话”，交警零口供锁定醉驾司机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近期从济南西半城经过的
市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里
的拥堵明显加剧了，有时本来
几分钟的车程耽搁了十几分钟
还不能通过。交警表示，这主要
是因为纬十二路、纬十路、纬七
路、纬五路、经六路等路段集中
修路，加上西半城缺少贯通南
北的干道所致。随着道路施工
陆续完成，这一状况也将缓解。

9日上午8点20分，经二纬
六路口，西向东方向的信号灯
前，排队等候的车辆已经排到
了纬九路路口，压车长度长达
500多米。从东向西看去，看到
的全是一辆一辆的公交车，就
像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

“受纬十二路施工影响，
经二路上的交通流量相比平
时增加了两倍，现在的流量是
之前的三倍。”槐荫交警大队
交通科民警介绍，类似的情况
还出现在经六路。

民警介绍，目前，在济南
西部，光是城区在修的道路就
有纬十二路（经一路至八里桥
路口段）、纬十路、纬五路、纬
七路、经六路（已接近完工）。
这么多路段集中施工，加上西
半城缺少贯通南北的交通干
道，这才导致拥堵加剧。

槐荫交警曾对纬十二路
的交通流量进行统计，发现这
里在交通早晚高峰平均每小
时的车流量在830辆左右，是
西半城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

“除了纬十二路，能通南
北的路向西只有二环西路，向
东至少要到纬六路，相比东
城，市民的绕行成本很高。”民
警介绍说，受施工影响，目前，
除经二路外，容易发生拥堵的
路段还有经六路和纬六路。

“经六路本身在施工就影
响通行量，还有车辆在绕行时
从这儿经过。”民警介绍，目前
经六路的交通流量呈现出两
个特点，一是早高峰提前、延
后，不少市民为躲开流量高
峰，提早出门，“以前7点时路
上车还很少，现在不到7点就
慢慢开始堵了。”第二个特点
是呈现潮汐性，堵上两三天会
有一两天交通顺畅，然后接着
堵。

针对这一情况，槐荫交警
也作出对应方案，各易堵点的
中队长每天都在高峰来临前
赶到现场，每个点设一名民警
一名辅警在现场执勤，同时通
过监控系统关注交通流量，随
时根据需要增派警力支援。

“目前，经六路工程已经
进入尾声，那里的交通状况已
有很大改善。”民警介绍说，随
着各路段施工的完成，拥堵也
会大大缓解。

挺挺健健康康的的男男婴婴被被弃弃医医院院里里
孩子已被送到福利院，取名“孙家增”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王晓莹 时培磊）
包裹在红色的小被子里，胖乎
乎的小脸，眼睛紧闭酣睡着，
看着这样一个可爱的宝宝，谁
都无法把他和“弃婴”二字联
系起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
健康的男婴，却于8日被人遗
弃在山东省立医院东院的走
廊里。

“8日下午两点多，当时有
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忽然
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婴儿。”省
立医院保卫科的董先生指着
医院B座2楼的“新农合出院审
核”办公室说。

“我们迅速查了医院的记
录，发现这个婴儿不是在我们

这里出生的，而是被人遗弃在
走廊里的。监控显示，下午2点
19分，一名身穿红色毛衣、头
戴帽子、50岁左右的女性将孩
子放在了办公室门口。”董先
生说，“走的过程中女子看了
一眼婴儿，就再也没有回头，
径直走出了急诊室的大门，全
程不过5分钟。”

发现婴儿后，医院工作人
员迅速报警并协助警方对孩
子进行了身体检查。“孩子是
个足月男婴，只是较普通婴儿
来说体重相对较轻，只有5斤
多。可能是因为受了凉，肺部
有点感染，但问题不大。检查
发现孩子有先天性喉鸣喘，但
随着婴儿的成长发育，一般两

岁左右就可以自行痊愈了。”
当时陪同检查的一名医生介
绍道。

在龙洞派出所工作的刘
女士是婴儿8日下午的“临时
妈妈”。“接到报警后，考虑到
男警察不太了解小孩，我就过
去把孩子抱了过来。当时孩子
身上裹了四层棉被，随他一起
放在那里的还有四件衣服、一
个奶瓶、一包奶粉、两包纸尿
裤，都放在一个袋子里。衣服
应该是新买的，标签都没拆。”

“我抱着他的时候，感触
特别深。孩子长得很可爱，也
不闹人，下午一直睡得很香。
多好的一个孩子啊，父母怎么
就忍心把他给扔了呢？”刘女

士感慨道。
记者从龙洞派出所了解

到，8日下午2点多接到报警
后，派出所对弃婴情况进行了
登记，并于当日下午5点半左
右把婴儿送到济南市儿童医
院。

“孩子出生最多也就两三
天。儿童医院也为他进行了初
步检查，目前身体上没有残
疾，也没有发现类似先天性心
脏病、脑瘫、脑积水等严重病
情，整体看来比较健康。由于
现在还未找到丢弃婴儿的女
子，我们已经申请把孩子送到
福利院。福利院和儿童医院协
商后，还给孩子起了个名字，
叫‘孙家增’。”

纬六路高架桥全天几乎没有交通平峰。 监控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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