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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座座中中巴巴车车硬硬塞塞进进3300个个孩孩子子
交警12天查获超载学生车辆22起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王昭
东 张侠) 核载19人塞下30个
孩子、7座面包车挤下11人、副驾
驶挤两个人、油改气面包车，天
然气罐上还坐三个孩子……5日
至16日，交警已查获22起超员学
生接送车辆。

16日一早，泰安交警城东大
队副大队长陈俊岭带领民警到
达省庄镇中心小学、邱家店二
中、邱家店十三中治理点。通往

省庄镇中心小学路上，一辆红色
中巴驶入民警视线，民警发现这
辆车上全是学生，细数有30人。
车上学生绝大多数是省庄镇中
心小学的学生。驾驶员称，自己
这辆车共19座。

民警立刻转运学生，控制驾
驶员等待进一步处理。当天，民警
共查获8辆超员接送学生车辆，一
律进行了现场处罚，并要求驾驶
员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依法驾
驶，不多拉学生，杜绝超员、超速

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近段时间以来，泰安景区

交警大队和高新区大队也查获
不少学生超员车辆，有的面包
车超员50%以上，有的改装天
然气后，在气瓶上加个木板，再
坐上三个学生。而超员的学生接
送车辆上，副驾驶基本都是塞上
两个孩子，且都不系安全带。

记者细数，从5日至16日，
12天时间交警各大队已经查获
学生超员车辆22起。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张伟 ) 16日中午12点半左

右，省庄镇热电厂北邻十字路
口，一辆凯迪拉克和一辆大众
POLO相撞后，脱离主干道，冲
进路边绿化带。大众车上四人，
凯迪拉克车上一人被送往医院。
事故原因交警部门还在调查。

16日中午12点半左右，市民
侯先生拨打本报热线6982110反
映，省庄镇热电厂北邻，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受伤被
困。“白色POLO轿车副驾驶，有
一人被困，救护车已经赶到现
场。”

事发现场，大量车辆撞击后
的碎片散落在路口，一辆凯迪拉
克车头向南，停在绿化带里，车
头损坏严重，车内安全气囊打
开，副驾驶位置坐着一名男子，
脸上有明显伤痕。在朋友劝说
下，男子自行去医院检查。

凯迪拉克后面，有一辆白色
大众POLO车头向北，打着双
闪，车辆右侧被撞变形，一些破
碎的玻璃散落在驾驶室。驾驶员
李先生抱着肚子，弯着腰，在一
旁等待交警前来处理事故。

李先生介绍，他当时开车自
西向东行驶，车上有五个人，“过
路口时是绿灯，正往前走，忽然
被别的车撞了，等我反应过来，
车已经被撞到绿化带里。”李先
生说，坐在副驾驶的同事被挤
住，无法动弹，被随后赶来的医
护人员救出，连同后座上三名同
事，一起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凯迪拉克驾驶员介绍，他开
车自南向北行驶，通过路口时，

也是绿灯。“我就在附近住，出事
后觉得有点丢人，就把车牌先卸
了下来。”该驾驶员拿出一副鲁J
车牌，向交警解释。

在路口位置，设有限速60标
识。围观市民称，该处虽然设有
红绿灯，但经常有人闯红灯。

经交警确认，事发路口红绿
灯正常，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者
赵兴超) 17日，市民徐田(化名)
在泰山大街一商场进门时，被小
偷盯上，掀门帘的瞬间被偷走外
衣口袋新买的苹果手机。各商场
装有厚重门帘的门口，成为一些
小偷下手的好地点。

17日下午，市民徐田到泰
山大街一家商场购物，拿着新
买的一部苹果手机。徐女士看
完短信后，准备进商场大门时，
发现门口装上了厚重门帘，就
把手机放进外衣口袋，用两只
手去掀门帘。刚进商场，徐女士

伸手摸手机，忽然发现不见了。
以为手机放在了包里，打开包
也没找到，意识到手机被偷，赶
紧出商场找小偷，但已经找不
到。

随后，徐女士马上报了警。
通过调取商场监控记录，徐女士
看到手机被盗情景。在监控中，
一名身穿黄色上衣黑色裤子的
男子，一直跟随徐女士走到商场
门口，看到徐女士把手机放进外
衣口袋，准备掀门帘进商场时，
该男子加紧步伐紧跟徐女士，在
徐女士伸手掀门帘瞬间，男子伸

右手从她口袋中拿走手机转身
就走。

记者走访泰城部分商场超
市了解到，各商超门口几乎都
设有厚重门帘挡风保暖，市民
掀开门帘时经常需要两手。派
出所民警介绍，在掀门帘一两
秒时间里，市民就对外衣口袋、
手包放松警惕。小偷利用这一
瞬间，借着门帘的遮挡下手，往
往市民进入商场后才会发现被
盗。小偷得手后会迅速离开。

目前，徐女士已经向三里派
出所报警，警方正在立案调查。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 (记
者 曹剑 ) 16日，泰安交警
城西大队查获一辆白色奇瑞
轿车，从买车从来没审过车，
而且驾驶员已经无证驾驶快7
年。民警依法将该车查扣，驾
驶员面临罚款3250元，拘留20
日以下处罚。

16日上午10点20左右，交
警支队城西大队民警巡逻到
岱宗大街和龙潭路交汇口附
近时，发现一辆白色奇瑞轿车
行迹嫌疑，立刻将车拦停检
查，驾驶员拿不出驾驶证。二
中队民警张岳峰立刻赶了过
去，仔细核实驾驶员信息。

张岳峰说，驾驶员口口
声声说车上有刚出院的病
人，希望送到之后再回来接
受处罚，实际想逃避检查，民
警立刻给车上病人另外叫了
辆出租车转运。经过检查发
现，奇瑞轿车的年检合格标
志是伪造的。

因为未带驾驶证，张岳峰
询问男子姓名，男子自称叫梁

某会，没带身份证，甚至连自
己的出生年月都说不清，让民
警感觉非常可疑。民警强烈要
求下，男子说开的别人的车，
自己还有另一辆车，根据男子
提供车牌号，民警查询得知男
子名叫高某华。而这辆奇瑞也
在男子名下。

张岳峰说，不查不知道，
这辆奇瑞轿车从2008年3月初
次登记挂牌，之后再也没审过
车，2010年3月就已经脱审，已
经连续三个周期未参加审验。
而高某华根本就没有驾驶证，
也就是说，从2008年3月甚至
更早，高某华一直处于无证驾
驶状态，已经接近7年。

“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
无证驾驶，有违章没法处理，
也参加不了年审，就这样一拖
再拖，从来没审过。”张岳峰
说，最终男子因无证驾驶、伪
造年检合格标志、脱审等，累
计罚款3250元，并将处以20日
以下拘留。民警已经暂扣该车
等待进一步处理。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泰城在校大学
生小李，通过张贴在校园内的
一则兼职招聘启事，还没见到
人就打过去 2 0 0元“试用押
金”，刚打完钱就被对方拉黑。
警方发布假期兼职警示，剖析
假期学生兼职陷阱，提醒学生
谨防上当。

15日，小李从校园内看到
一则网络兼职启事，被兼职的
诱人待遇吸引，主动联系招聘
方。在网上，招聘方通过QQ和
小李接触，说团队有2000多
人，主要做一些网店发布的任
务，包括刷销量、评价等内容。

“他们说每个任务完成后
马上给钱，一个任务最少5块
钱，一个小时能做两三个任
务，一天至少也能赚100多块
钱。”小李说，她刚好寒假想找
份兼职，就按对方要求汇过去
200元试用押金。汇完钱后再
联系对方，对方却拒收消息，
电话也无法打通。

记者在泰山医学院、泰山
学院、山东农业大学等校园中
发现，一些告示栏上都贴着寒
假兼职招聘信息，其中，招聘
按单结算网络兼职不在少数。

16日，泰安市公安局专门针对
学生假期求职陷阱做了防骗
提示。警方分析，这些骗局主
要包括支付押金、垫付货款、
扣取高额培训费等形式，利用
学生急于寻找收入高的心理
骗取钱财。有的骗子以各种借
口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在工作
完成后，赖掉应付工资等。民
警提示，假期家教要预防欺骗
女学生财色的骗局，不要轻信
天上掉馅饼。

无证驾驶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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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车车相相撞撞又又冲冲进进绿绿化化带带
五人受伤送医，事发省庄热电厂北一路口

被民警查获的奇瑞轿车。 民警提供

大学校园内网络兼职等
兼职信息随处可见。 本报
记者 赵兴超 摄

白色大众车冲进绿化带。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查获的
超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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