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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家家车车突突然然变变道道与与公公交交车车追追尾尾
菏泽一私家车主被认定故意变道负全责

本报菏泽12月22日讯
(记者 邓兴宇 ) 19日，菏
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市区大队的一份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被送达至菏泽
市公共汽车公司。原来，近
日一辆私家车在中华路自
东向西行驶时故意变道急
刹车，导致28路公交车与其
发生追尾，后经交警部门认
定，私家车主明知变道急刹
车会导致追尾事故而实施
该行为，导致此次交通事故
发生，应承担全部责任。

“做得太过分了，想起
这事就窝心。”22日，提到前
几天私家车故意变道急刹

车导致公交车追尾的事，公
交司机仍很气愤。

张建军介绍，10日14时
18分许，他驾驶公交车在中
华路上自东向西正常行驶，
当将行驶至菏泽市工商局
站牌时，为方便乘客上下
车，他将车逐渐向右侧靠
拢。就在这时，一辆灰色私
家车突然从右侧加速把公
交车逼停在站牌处。“你别
到我的车了！没看到我在右
边行驶着吗？”私家车司机
开始质问他。

“到站牌了，有乘客上
下车，我必须向公交站牌靠
拢。”张建军也觉得很委屈。

两人经过一番争执，不欢而
散。私家车司机随后将车开
至公交车前方缓慢行驶。等
待乘客上下车后，张建军继
续向前行驶，没走几十米，
前面的私家车又突然向左
变道并急刹车。

“‘嘭’的一声巨响，车
内猛的一颤，不少乘客都
险些跌倒，私家车也被撞
得向前了四五米远。”张建
军介绍，由于私家车突然
变道急刹车让他来不及反
应 就 与 私 家 车 发 生 了 追
尾。接着两人又是一番争
执，并报警。

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

查取证及查看公交车上的
监控录像，认为私家车主在
明知驾驶机动车变道急刹
车会导致追尾事故的情况
下依然实施该行为，才导致
了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系
故意造成交通事故，根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一
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
故的，他方无责任。”之规
定，确定私家车主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公交车司机无事
故责任。

因追尾受损的公交车。

本报菏泽12月22日讯 (见习
记者 袁文卿 ) 22日，冬至。当
日一早，菏泽金龟馅饼店的店员
们走上街头，为在寒风中工作的
环卫工人送去了近百份热气腾
腾的饺子，还有保暖口罩和手
套。环卫工人们吃着热饺子露出
开心的笑脸。据了解，该店还全
年为环卫工免费提供饮水和热
粥。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没人管”。22日早7点，金龟馅饼
店总经理宋秋红和她的店员们
带着刚出锅的饺子从金龟馅饼
火车站店出发，一路上向在街边
工作的环卫工人与园林工人发
放免费的水饺，并为他们每人提
供了保暖口罩与手套。

送水饺活动受到了环卫工
人们的欢迎。环卫工人赵桂方的
工作范围在火车站附近，每天早5

点多就开始工作，22日虽然是冬
至，但是因为要扫地就没有吃饺
子。赵桂方说：“第一次有人给我
们送饺子，太谢谢啦。”

金龟馅饼店总经理宋秋红
介绍，之所以想到以送饺子的方
式来关爱环卫工人，是因为她自
己有亲属也在做环卫工作，了解
环卫工人的辛苦。金龟馅饼店还
全年为环卫工人们免费提供饮
水和热粥，“欢迎环卫工人们来
店里歇脚。”

冬至日爱心商家

为环卫工送温暖
快快来来用用过过期期药药换换代代金金券券啦啦
26日，菏泽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定点回收活动启动仪式将举行

本报菏泽12月22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年终岁末，是时
候清理一下家里的小药箱了。
26日，菏泽家庭过期失效药品
定点回收活动启动仪式将在菏
泽长途汽车站北门广场举行，
届时市民上缴过期药品即可换
取代金券。

日前，菏泽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出台了《过期药品定点回收管

理办法》，并选取了一家规模较
大、热心公益事业、管理规范的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作为定点回
收企业，在全市建立家庭过期失
效药品定点回收长效机制。

为确保过期失效药品定点
回收活动取得良好效果，26日，
菏泽将在菏泽长途汽车站北门
广场举办家庭过期失效药品定
点回收活动启动仪式，对定点
回收单位进行授牌，同时，现场
开展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有关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参与，为鼓励市民
及时清理上缴家庭过期药品，
厂家及定点回收单位准备了大
量精美的礼品免费赠送。同时，
定点回收单位还实行让利政
策，任何时候上缴过期失效药
品，均可获得不低于原价值
20%的代金券，凭代金券，可随
时按比例在定点回收单位购买
同价值的药品。

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
主题是“为了家人身体健康，及

时清理家庭药箱”，举办目的为
了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切实关
爱身体健康，提高全民安全用
药意识，避免家庭过期失效药
品对民众健康构成危害和对环
境造成污染，堵塞假劣药品通
过非法回收渠道重新流入消费
环节的漏洞。

收费项目 免费项目

A类
腹部彩超(肝、胆、胰、
脾、双肾)150元/人

内科检查、五官科检查、肝功能
ALT、乙肝五项、血糖、血脂二项、肾功
能、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X光胸透

B类
腹部彩超、妇科彩超、
前列腺彩超
男210元/人 女260元/人

在A类基础上增加妇科，血脂检查
增加至四项，包括甘油三脂、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C类
在B类基础上增加甲状腺彩超
男280元/人 女330元/人

在B类基础上，肝功能增加至全套11项

D类
在C类基础上增加脑彩超
男340元/人 女390元/人

在C类基础上增加血流变检测

逸仙体检开业九周年优惠大酬宾
逸仙体检开业九年以来，

一直以保本微利、服务健康为
经营宗旨，以阵容庞大的专家
团队和精良先进检测设备为依
托，坚持客观公正，提高服务水
准，在业界树立了良好口碑，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厚爱。为提升设备档次，近
两年来先后斥巨资更新了大型
全自动生化仪、血球仪、尿液
仪、血流变仪、心电图机、经颅
多普勒仪、四维彩超、数字电视
肠胃机等仪器设备，保证了体
检结果的准确可靠，减少了客
户等候时间。开业九年来，得到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
为回报新老客户，本中心再次
推出重大优惠活动。各类特惠
套餐实行彩超按政府规定价打
折收费，其余项目一律免费。

二、单项检查：

1、彩超检查：腹部彩超(肝、胆、脾)，妇科彩超(子宫、附件)、乳腺彩超、甲状腺

彩超，原价100元，优惠价60元。

2、X光透视：胸透(心、肺、膈)，原价20元，优惠价15元；电视胃肠(食管、胃、十二

指肠)，原价120元，优惠价80元。

3、红外线乳透：原价40元，优惠价20元。

4、经颅多普勒：原价100元，优惠价50元。

三、与山大齐鲁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合作的各类特检项目，活动期间一律按全省

统一价八折收费。

四、本中心最新引进目前亚太地区最先进、也是菏泽市首台肝功能超声检测

仪，可对传染性、脂肪性、酒精性、药物性、寄生虫性等肝病的肝纤维化程度进行精

确定量检测，对治疗做出有效指导。活动期间执行全国最低价120元/人。

五、本中心各科室均由市立医院知名退休专家担纲主检，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

误。活动期间实行全程导检、免费早餐、专家咨询、平价售药、受理医保刷卡。

以上活动自2014年12月18日开始，2015年3月15日截止。

体检时间：每天上午7：50-11：30(周六、周日不休)

中心地址：菏泽市长江路69号(桂陵路口东北角，铁路小区西邻)

服务热线：0530-5311555 6262222 传真：0530-5627188

一、特惠套餐

本 报 定 陶 1 2 月 2 2 日 讯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英 ) 一跨省系列盗窃
团 伙 ，两 月 内 辗 转 内 蒙 、河
北、河南、山东等五省，利用
食客在中高档酒店大厅消费
时麻痹的心理，采取拎包、掏
口袋的方式进行盗窃，先后
作案 1 0 余起，涉案价值 3 万
余元。1 9 日，定陶警方将这
一团伙成功捣毁，3名黑龙江
籍嫌疑人被抓。

19日，定陶居民李先生和
几个朋友到某火锅店吃火锅，

火锅店里暖气很足，李先生就
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身后的椅
子上。待吃完饭后，李先生准
备买单时，却发现放置在外套
内的一万余元现金不翼而飞，
李先生赶紧报了警。

定陶县公安局民警接警
后，立即赶往现场调查，通过
调取监控，办案民警发现有2
名可疑男子进入火锅店，东
张西望了一会后，其中一名
嫌疑人假装要点餐吃饭，顺
势在李先生座位后面坐下，
1 0秒钟左右，该名嫌疑人得

手后转身离开，而另一名嫌
疑人一直在一旁左顾右盼，
看到同伴离开，也跟着离开
了饭店。

办案民警又调取案发周
边的监控资料，对嫌疑人体貌
及作案车辆有了初步了解，经
分析确定，该团伙共有3人，一
般选择在午饭和晚饭时间作
案，盗窃对象都是在中高档酒
店消费的食客。

19日下午，办案民警化妆
成宾馆服务员敲开了犯罪嫌
疑人的房门。嫌疑人还没反应

过来，便被办案民警摁倒在
地。

经查，黑龙江籍犯罪嫌疑
人张某、李某、宋某三人因手
头拮据，便凑在一起商量如何
发家致富，想到了盗窃这一行
当。三人明确分工，作案目标
为中高档酒店大厅就餐的食
客。张某负责在饭馆门前望风
接应，由李、宋二人进入饭馆
大厅假装客人就餐伺机下手，
专偷顾客挂在椅子靠背上衣
服内的钱包，得手后三人迅速
逃离现场。

流流窜窜犯犯专专偷偷中中高高档档饭饭店店食食客客
黑龙江籍三人盗窃团伙流窜菏泽作案被定陶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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