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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正规KTV越来越少

手手机机唱唱KK冲冲击击传传统统老老歌歌厅厅
磁铁挡车牌闯红灯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
员 李安英) 一驾驶人为了逃避公路
上电子眼的交通违法抓拍，用磁铁数
字将车牌的一位字母故意遮挡，1月6

日，当他开着这辆遮挡号牌的面包车
闯红灯时，被巡逻交警抓了个现行。

当日8时50分许，平原交警大队民
警驾车巡逻至城区一十字路口时，发
现一辆灰色面包车在路口信号灯已是
红灯的情况下，从左拐车道上直行闯
红灯。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拦停在路边。
经检查和询问，面包车驾驶人之所以
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是因为他在自己
的车牌上做了手脚。他购买了磁铁数
字8，将面包车前后车牌上最后一位字
母R挡住，以达到逃避电子眼抓拍的目
的，没成想这次着急开车回家闯红灯
的时候，被交警给抓了个现行。

根据相关规定，他将面临罚款
2300元、驾驶证记20分并暂扣6个月的
处罚。

争房产妻子告丈夫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振) 近
日，武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一起妻
诉植物人丈夫欲想争夺房产离婚纠
纷案件，经调解，女方放弃属个人部
分的房产归其丈夫所有。

原来，2012年郭方(化名)老人的儿
子因劳累突发心脏病，治疗期间花去
医疗费等共12万多元，2013年11月30日
晚回家时一场交通事故让他儿子颅
脑损伤，经长期治疗未有好转，现仍
处于昏迷状态，这让整个家庭陷入了
困境。没想到儿媳妇不但不照顾躺在
床上的丈夫，却将躺在床上的丈夫告
上了法庭，想要争夺房产。

武城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张华对
案情做了充分的了解，并调取证据、证
人证言等形式，对本案带来了有利的
条件，根据“婚姻法定夫妻之间有相互
抚养义务”，关于离与不离的讨论，法
院非常为难，这个属于法制与情理的
碰撞。经调解，最终女方放弃属个人部
分的房产归其丈夫所有。

本报1月7日讯(记着 孙婷婷
通讯员 李光明 陈兰) 沿街门市
遭到疯狂盗窃，令人惊奇的是，窃贼只
为盗窃食物而从未拿过现金。近日，禹
城市公安局的民警将该男子抓获。

近段时间，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多起
报警称，几起沿街门市遭到盗窃。这几
家沿街门市有一个共同点：和“吃”有
关，遭盗窃的店面有面包店、肉食店、蛋
糕店、快餐店、小卖店不等，店内丢的东
西更是包括油、盐、酱、醋、茶、点心、排
骨、调料、可乐等食品。一家蛋糕店的刘
老板说：“当天晚上，几百元现金也放在
店铺内，窃贼也没有拿，只是偷走了不
少食物。”多家店铺的老板也表示，店内
只是丢失了和“吃”有关的东西。

通过现场，这个“吃货”贼选择使
用断线钳暴力开锁。经过民警的连续
调查，6日下午，最终在禹城市一租住
平房内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今年
22岁的刘某，一直无所事事，因生活所
迫，夜间多次进入店铺盗窃食物。“每
次偷的东西都不多，也抱着店铺老板
不会报警的侥幸心理，从去年12月陆
续进入10余家店铺盗窃。”刘某说。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只偷吃的不拿钱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孙婷

婷) 在面粉持续供大于需的
情况下，面粉价格一改持续走
低的态势，从6日早上7时开始，
五得利面粉厂的14家分厂的富
强粉、前路粉等面粉价格率先
上调，从原有基础上，每袋面粉
上调1元钱。7日，记者从德州市
粮食局调控科了解到，伴随春
节的临近，面粉价格出现平稳
浮动属于正常状态，但今年面
粉行业持续出现“旺季不旺”的

情况，目前70余家面粉生产企
业的开工率仅有40%。

从1月6日早上7时开始，
五得利面粉厂的14家分厂的
富强粉、前路粉等面粉价格上
调，从原有基础上，50斤的面
粉每袋上调1元钱。随后不少
面粉企业跟风涨价。数据显
示，宁津面粉厂的60粉价格升
至每袋75-76元。

“春节临近需求量增加，只
是面粉涨价的一个很小的因

素。”粮油经销商梁女士介绍，
目前小麦价格较高，但麸皮等
深加工的系列产品价格持续走
低，导致无法保证收益。“利润
达不到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
不少面粉企业关掉部分生产
线。所以即便在产能过剩的情
况下，仍调高了价格。”

“目前还没有涨钱，价格
从72元到77元不等。”7日，三
岭市场上一家粮油店的白女
士介绍，面粉生意一直没有太

大起色，即便是元旦期间，销
量也没有出现太大浮动。

7日，记者从德州市粮食
局调控科了解到，每年元旦过
后，是全市70余家面粉生产厂
家备货的关键时期，开工率也
会达到70%左右，但今年只有
像五得利、发达面粉厂可以达
到80%，大部分开工率仅有
40%。“从元旦以来，面粉销量
并没有被消费带动起来，价格
上调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全全市市7700余余家家面面粉粉厂厂开开工工仅仅四四成成
每袋面粉出厂价普遍涨了一元钱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
榕) 1月7日，记者了解到，目
前全市140余家歌舞娱乐场
所，其中城区正规的KTV有
近50家，受门店租金上涨、市
民消费习惯变化等多重原因
影 响 ，一 部 分 小 型 或 无 证
KTV转行或关门，手机唱K软
件的兴起对传统的老歌厅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德城区文化综合执法
局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德 州 的
KTV兴起于1997年-1998年
间，由餐饮业演变而来，改变
了娱乐市场长久以来单一的
状况。而在2000年-2003年之

间，德州城区的街头陆续出
现练歌厅、街头卡拉OK等。

“大一、大二时，无论社
团活动还是老友聚会都会去
K T V 消费，到现在已经对
KTV没有新鲜感了，特别是
有的KTV装修很旧，隔音差，
歌曲更新慢，感觉很落后。”
已经大学毕业三年的刘婧
说，她对KTV的热情已明显
减退。

刘婧的说法在幸福时光
KTV(皇明大厦店)相关负责
人处得到了印证。该负责人
称，该店于2012年正式营业，
同一时期营业的量贩式KTV

还有同一首歌，之后又陆续
有好乐星、GOGO等。据他了
解，前几年大大小小的KTV、
音 乐 会 所 层 出 不 穷 ，但 自
2014年再未有上规模的KTV
出现。“KTV越来越不好干。”

据 了 解 ，目 前 城 区 内
KTV分布相对较为集中的包
括三个片区，分别为天衢工
业园内太平洋酒水市场与果
园路一带；德兴北大道血站
以北至大学路；解放南大道
到向阳大街附近。

“2012年是德州KTV最
鼎盛的时期，仅城区经过审
批的就有60余家。”德城区文

化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称，
KTV行业整体不如三五年
前那样红火。对于这种产业
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
房租所带来的巨大经营压
力；另一面，顾客分流导致
KTV产业的竞争日渐加剧，
价 格 战 较 为 激 烈 ，削 减 了
KTV的盈利空间；消费群体
的变化，唱吧、爱唱K等一批
手机KTV软件的兴起等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时
有见到的转行或倒闭不过是
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目前
德州的KTV行业仍处于平
稳时期。”

1月7日，解放大道上的一家原KTV店面正在重新进行招商。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马振华) 服务
区是给乘客短暂休息方便的
地方，有的乘客行动慢了点，
有的司机开车大意了些，就
往往发生落客的事儿。1月3
日中午，在德州京台高速鲁
冀收费站就发生了落客的事
儿。

1月3日12时30分许，高
速交警值班的大队长接到中
年男子求助，该男子称，下午
5点前赶到天津火车站与姐
姐会合，如果赶不上火车票
也就作废了。

原来，来人叫王军 (化
名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人，2015年元旦前夕赶到济
南参加侄子的婚礼。1月3日

10时许，他乘坐济南到天津
的客车踏上返程路，并预订
了当天18时由天津去往内蒙
古的火车，还约定和在天津
的姐姐一起回家。当他乘坐
的客车经过京台高速鲁冀收
费站广场时，客车司机让大
家方便一下，王军便去了卫
生间，可当他出来时却不见
了客车踪影，这让他一下子
急出了一身汗，看到不远处
的高速交警办公室，便急急
忙忙跑过来求助。

了解事情原由后，13时
45分许，执勤民警打来电话，
已拦截了一辆去往天津的客
车。听到执勤民警打来的电
话，王军一颗悬着的心终于
放下了。

高速落单差点误火车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李安英) 一男
子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途
中不慎摔伤，躺在车水马龙的
公路上，巡逻至此的平原交警
大队民警热心施救，使其化险
为夷，得到及时的救治。

1月4日16时50分许，平原
交警大队民警沿318省道自西
向东巡逻至毛庄附近路段时，
发现公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
内躺着一个人，旁边还倒着一
辆电动自行车，公路上车流量
很大，车速很快，途经的路人
无人相助，险情随时都会发
生。

民警迅速上前察看，躺在
公路上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已
神志不清，脸上多处有擦伤，

路面上有一摊血迹，旁边还有
一摊呕吐物，散发出难闻的气
味。根据现场物品和路边电动
自行车行驶痕迹，民警判断这
名男子可能是酒后骑车行至
此处，不慎骑下路牙石后摔
倒，将自己摔伤。

考虑到伤者的伤势，民警
没有贸然施救，而是第一时间
与120急救中心联系，请求专
业医护人员到场救治，同时在
现场放置防护设施，对伤者实
行有效的安全保护，并通过伤
者的手机，及时联系上伤者的
家人。120急救车达到现场后，
民警协助急救人员将伤者抬
上急救车，送医院救治。当晚，
医院传来消息，伤者肖某经过
救治已出院回家。

酒后骑车摔伤躺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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