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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体挡风被缠身

摔倒硌断两肋骨

开漏审车“救驾”

父子两人领罚单

刮擦汽车害怕

男孩两次出走

驴驴肉肉火火烧烧店店““挂挂驴驴头头卖卖马马肉肉””
一年非法获利近30万元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滕兆来) 冬天使用挡风被，尤
其是“连体式”挡风被一面绑在电动
车上，一面捆在腰间，虽说御寒效果
好了，一旦有险情发生，人与车难分，
就会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近日，夏
津县的刘女士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就
是因为“连体式”挡风被缠身，结果人
与电动车一起摔倒，电动车的车把将
刘女士的两根肋骨硌断。

18日上午8时许，夏津县交警大队
事故处理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
西外环路某公司路口一辆摩托车与
电动车相撞，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摔倒的中年妇女姓刘，
当时她正骑着电动车去开发区的公
司上班，行至西外环路时，她忽然发
现前方路面上有一堆玻璃碴，她生
怕扎坏车胎，于是赶忙向左转了一
下车把，碰巧这辆红色的摩托车从
身后驶来超车，结果刮到了电动车，
刘女士和电动车一起摔倒在地。民
警一面勘察事故现场，一面将受伤
的中年妇女送到医院救治。经医生
检查，发现中年妇女右肋的两根肋
骨被硌断了。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张磊
通讯员 马勤贤) 老父亲酒后驾
车被交警查处，儿子闻讯后急忙赶
来“救驾”，结果也因为驾驶车辆漏
审被查处。

1月16日晚10时许，禹城交警在城
区开拓路执勤民警在对一辆黑色轿
车检查时，该轿车加速逃离检查点，
随后该车被前方另一路民警在附近
某小区拦截住。该车男司机下车后，
民警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民警随
后对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测试，结果
显示其属于酒后驾驶，随后将其带回
大队进行进一步问询和检查。

在民警将该司机带回大队途
中，另有一年轻男子驾驶轿车追赶
警车，并鸣笛示意警车停车。民警
停车后，年轻男子称酒驾男子是其
老爸。民警对该男子驾驶的车辆进
行检查后，确认该车辆已经过了年
审期限，属于漏审车辆。最后，民警
依据该父子两人酒后驾车、驾驶漏
审车辆的违法行为对他们分别作
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1000元和
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王小会
通讯员 甘晓甜) 近日，武城县

鲁权屯镇代官屯村路边一修摩托车
的店铺老板发现离家出走的李锐，
报警后警方将孩子送回家中。事发
三天后的深夜，孩子再次离家出走。

1月上旬，鲁权屯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发现这个穿着单薄的孩子站
在路边浑身发抖，嘴唇已经发紫，询
问中，男孩支支吾吾，言语非常混乱。
经过长时间的交流后，民警得知孩子
名叫李锐，今年16岁，家住鲁权屯镇
鲁滕家园小区。随后，民警迅速将男
孩带到鲁滕家园东区门卫处，经过多
方打听，联系到了男孩的家人。

事发三天后的夜里12时许，民警
再次接到报警称，在代官屯一户人家
门口发现一名走失男孩，民警赶到现
场后发现，走失男孩正是前几天民警
刚刚送回的李锐。再次将李锐带回鲁
滕家园小区，并见到了孩子家人，民
警在和孩子家长沟通的过程中得知，
男孩平常对汽车非常感兴趣，在试乘
邻居汽车时将车刮擦，家人进行批评
教育，男孩担心父亲再批评自己，才
选择了再次出走。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张伟 苗丛丛)

近日，乐陵市公安局与食药
监局在一次联合检查中，意外
发现市区一家驴肉火烧店在
销售的肉食品中掺杂大量的
马肉、骡子肉，自2014年2月至
今，该驴肉火烧店负责人任某
非法获利近30万元。

“通过检查，发现一家驴肉

火烧店的驴肉有问题。根据这
种情况，将其负责人带到公安
局进行询问。”乐陵市公安局治
安大队中队长称，经过审讯，民
警发现，自2014年2月初至2014
年12月末，该驴肉火烧店负责
人任某在河间“小小食品厂”其
表弟曹某处，以低价购进马肉、
骡子肉，为谋取更高的利润冒
充驴肉销售，自2014年2月至今，

非法获利近30万元。
“店里售卖的驴肉火烧

里，大部分掺的是马肉，驴肉
掺的少。”犯罪嫌疑人任某在
市区经营驴肉火烧生意达十
余年，形成了一定的顾客群。
在面对办案民警的审讯，任某
如实供述了自己为谋取利润，
以骡马肉冒充驴肉的犯罪事
实。他告诉记者，根据行情市

价，驴肉的价格在40元/斤左
右，他的售卖价在55元/斤左
右，而马肉的价格在20元/斤
左右。“把马肉当成驴肉卖，一
斤利润在30元左右。”任某说。

据悉，由于涉案价值较
大，根据其涉案价值已构成刑
事犯罪。目前乐陵市公安局依
法对其立案，并对犯罪嫌疑人
予以刑事拘留。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马
志勇) 1月18日15时30分许，
东北城北侧的荒草地突发野
火，火势借着强劲的阵风迅速
蔓延，经过90余分钟的扑救，
火势得以控制，过火数百米，
幸无人员和财产损失。

15时40分许，从三八路岔
河桥向北望去，北部城区上空
飘起浓重的黑烟。大学路岔河
桥上有不少行人放慢脚步向
北张望，试图看清黑烟的源
头。德贤大街上，消防车伴着
急促的警笛声，向着黑烟升起
的方向呼啸而去。

15时50分许，在德贤大街
东北城北侧，一片广告牌围挡
起的荒地上，消防人员已开始
喷水扑救，周围的居民围在广
告牌的缝隙处关注着火势。从
靠近荒地的一处简易工棚上
的高点望去，一片浓烟之中，
数米高的火苗借着强劲的阵
风，在荒草地上迅速蔓延，多
个着火点连接起近百米的火
线，干燥的荒草在火苗中发出
着“噼里啪啦”的响声。阵阵强
风掠过，卷起未熄的灰烬和燃
着的火团，落在未着的荒草之
中，旋即燃起新的火点。火场

中的消防队员分散多处控制
着火势的蔓延，手持水枪的一
组守在工棚周围，阻止着逐渐
逼近的火苗，竭力避免工棚被
火殃及。

16时30分许，火势逐渐得
到控制，零星的几处着火点在
消防队员的扑救下趋于熄灭。
在火场外围守候的几名东北
城安保人员松下一口气，“我
手机上显示是不到三点半报
的火警，当时火着起来，我们
根本没法靠近。这附近的荒地
一到秋冬季就容易着火，这都
是今年第四次烧起来了。”其

中一名安保人员说道。
“这片地都荒了两三年

了，幸亏那边的村民都搬走
了。”从附近家里赶来看火情
的王先生指着不远处的几间
民房说道，所幸火势及时得到
控制，并没有烧到处在下风
向，仅一路之隔的李旺庄村的
待拆民房。

17时许，火势基本被扑
灭，数百米长的地面一片黢
黑，几株树苗伸张着干黑的枝
杈孤零零地矗立在焦黑的土
地上，阵风吹过时扬起成片的
草灰。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张亚磊) 1月16
日下午，一辆大型油罐车满载
几吨汽油闯入市区，逆行1000
米，不仅严重影响交通，还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对
油罐车司机进行依法处理时，
驾驶员竟和民警玩起了“躲猫
猫”，最终该车驾驶员李某受
到了应有的处罚。

16日下午4时左右，德州
交警直属一大队民警在东方
红路与东地中大街交叉口附
近巡逻时发现，一辆长约十
几米的大型油罐车自西向东
快速逆行，由于此路段周围
是 居 民 区 ，行 人 、车 流 量 较
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安全
隐患，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
民警立即掉头准备将其拦截

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油
罐车竟驶入前方加油站，当
民警赶到加油站时，油罐车
驾驶室车门锁上了，而驾驶
室内空无一人。就在这时，旁
边一位打电话的男子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民警刚要上前
询问，这位男子就直接神色
慌 张 地 声 称“ 这 不 是 我 的
车”，经过民警的详细询问，
该男子终于承认自己就是油
罐车的司机，知道自己违法
后躲到加油站厕所，谁知刚
出来就遇到了民警。

民警核实了驾驶员李某
的相关证件后，对其闯进市区
逆行的危险行为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
规，对李某闯进市区逆向行驶
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扣3分。

油罐车逆行闯市区

司机玩起“躲猫猫”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骆守明)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公安局
德城分局了解到，2014年德
城警方加强维稳，高压严打，
共破获邪教案件8起，共捉回
逃犯372人，6起现行命案全
部破获。去年德城区已实现
24小时全网格无缝隙巡逻。

据了解，2014年德城分
局建立反恐维稳指挥体系，
成立应急处突队伍，组织开
展三次全警“关城门”反恐应
急演练。开展打击和处理“法
轮功”等邪教犯罪专项行动，
破获邪教案件8起。

德城分局坚持高压严
打，以“打黑恶、反盗抢、防
诈骗、扫毒害、追逃犯”为主
线，开展夏季严打整治雷霆

行动、百日严打整治“秋风
行动”等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62个。全年110接报犯罪警
情3895起，立刑事案件2008
起，破获案件2719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754人，刑事拘
留719人。6起现行命案全部
破获。追捕潜逃12年刘振芳
夫妇被杀案逃犯陈虎、在逃
1 7年命案逃犯王建军等逃
犯372名。打掉团伙39个、抓
获团伙成员170人。查处治
安案件4316起、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人4947人。组织开展

“打假”、“打传”、“打票”三
个专项行动，破获重大经济
案件33起。区内没有发生枪
支弹药、爆炸物品丢失、被
盗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火
灾事故。

德城全天无缝巡逻

去年捉回372名逃犯

1月18日，消防人员在燃着的火场中扑救。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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