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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成成酒酒司司机机，，出出了了事事故故选选择择逃逃
去年烟台有101人被终身禁驾，其中还有一名女司机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蒋楠 实习生 杨雪

在过去的一年，烟台全市共有101名驾驶员被终身禁驾。民警
称，终身禁驾是一项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驾驶员在两种情况下会
受此处罚：一是酒驾、醉驾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二是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后逃逸（详见本报1月28日C07版《去年烟台101人被终身禁
驾》）。28日，记者对被终身禁驾人员名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101
人中，发生事故逃逸的“酒司机”有40人，占了近四成。

逃逸“酒司机”占了近四成

根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的禁驾
人员名单，涉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并发
生重大事故的驾驶人员共有40人，而这
40名“酒司机”无一例外，全部肇事逃逸
了，逃逸“酒司机”占到去年全市终身禁
驾人员的近40%。

民警称，这部分驾驶员本身知道自
己酒驾了，发生交通事故后就格外害怕
被发现，所以很多都是一跑了之。民警在
此也提醒驾驶员，切勿酒后开车，因为喝
酒开车，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及时做出正
确的判断，更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三成是不到30岁的“小年轻”

对101名被终身禁驾人员按年龄段
统计，20岁至29岁年龄段的最多，一共有
33人；其次是30岁至39岁年龄段和40-49

岁年龄段，分别都是26人；50岁至59岁的
有13人；60岁以上的有3人。其中，年龄最
小的为22岁，年龄最大的是63岁。

民警称，被终身禁驾人员，大部分在
20岁至49岁，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遭遇交
通事故后，往往不知道怎么办，可能是害
怕担责，或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实际上，

不少事故中逃逸的驾驶员最开始不一定
是负全责或主要责任，可一旦逃逸，不仅
失去了抢救伤者的最佳时机，也因此要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民警提醒驾驶员，交通事故发生后
切勿逃避、逃跑，应第一时间救人、报警、
保护现场。交通事故是依据责任和路权
等综合因素来确定责任的，并非出现人
员伤亡就要承担全责，肇事逃逸反而会
被重罚。

被终身禁驾的还有一名女司机

在这份101人的终身禁驾名单中，有
100名男驾驶员，还有1名女司机。

2013年12月27日，在264省道龙口市
中村村灯控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无牌两轮摩托车被后方的一辆轿车给
撞了，摩托车驾驶员徐某受伤，经抢救无
效后死亡，轿车驾驶员张某弃车逃逸。张

某是名女司机，她说发生事故后十分害
怕，便弃车跑了。2014年5月21日，龙口市
人民法院判决张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民警称，因为事故中张某有肇事逃
逸的行为，她还受到了终生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件的处罚。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王道明 孙力
伟） 28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市
场发布了2014年第四季度职业
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根据报告
分析，16-34岁的劳动者成为用
人单位需求的主体。

报告显示，2014年第四季
度，包括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
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五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风生水起，
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人
数同比上升了1 . 37%，而对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工的需求人数同
比下降了1 . 35%。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需求人数

占到需求总人数的50%以上，
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主体。

该季度入场单位提供的岗
位中，对技术等级和职业技能
有明确要求的人数占需求总人
数的79 . 33%，同比增长2 . 13%，
主要集中在初级和中级专业技
能人员中，占需求总人数的
69 . 82%。

求职人数较为集中的职业
主要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中，占总求
职人数的72 . 11%。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求
职 人 数 比 分 别 为 1 3 . 1 7 % 和
10 . 78%。而市场对力工、营业员

和收银员、推销展销人员、餐厅
服务员和厨工、部门经理、机械
热加工、机械冷加工、治安保卫
人员、裁剪缝纫工及美容美发
人员的需求最大，列入需求人
数缺口最大的前十位。

从市场招聘人员的平均
工资价位来看，同比增长了
1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在需
求方面，有性别要求的占总需
求人数的68 . 9%，其中对男性
需求人数的比重为35 . 03%，对
女 性 需 求 人 数 的 比 重 为
33 . 87%。而对年龄有明确要求
的需求人数占总需求人数的
93 . 26%，16–34岁之间的劳动
者成为用人单位需求的主体，

占需求总人数的62 . 15%。所有
用人单位均对求职者的文化
程度有明确要求，对初中、高
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人
数都有所减少，对大专、大学、
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
人数有所增加。

据介绍，从1月初至2月中
旬，市场的“年底效应”显现，企
业用人基本平衡，人员流动量
明显下降。春节以后的2月下旬
至3月末，进城务工人员、失业
职工和应届高校毕业生等求职
人员将大量涌进市场找工作，
求职人员预计将达6万人次，各
类招聘单位也会广泛选拔人
才，提供招聘岗位7万个。

城铁“满月”

送客超34万

山东首条城铁——— 青荣城际铁路
开通一个月，旅客发送量已达34万余
人次，胶东半岛居民的出行有了新选
择，不少不常出门的老人也来过把瘾，
坐上动车去看远方的亲戚。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王
玉建 摄影报道

销毁问题药

近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稽
查支队举行了假劣食品药品集中
销毁活动，查扣的13余吨假冒伪劣
食品药品被尽数销毁，货值400余
万元。

此次集中销毁的目的首先是
宣传“食安烟台”和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正能量。同时也提醒广大消
费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有食
品药品安全疑问，请拨打12331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或
举报。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影报道

长岛开展

“平安校船”求生演习

28日下午，长岛海事、港航、教
育等部门在长岛港码头联合开展
了120名学生参与的“平安校船”求
生演习。弃船警报声一响，学生们
迅速穿戴好救生衣，在船员的指
引下快速有序地按照逃生线路撤
离。“平安校船”求生演习旨在让
学生掌握乘船安全、自救及逃生
知识，进一步提高快速撤离危险
地段的自护能力。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刘洪防 赵凯 摄影报道

今年底各村居

都将成立老年协会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柳斌）
今年的老年文化活动该咋搞，

怎样才能带动广大老年人的积极
性？28日上午，烟台市全省银龄风
采艺术节暨全省老龄主题摄影大
赛获奖代表座谈会召开，为2014年
度全省银龄风采艺术节、山东省
老龄主题摄影大赛中获奖的部分
代表进行了颁奖，各获奖代表也
就全市老年文化活动提出不少金
点子。

凭借舞蹈作品《胶东大饽饽》
获全省银龄风采艺术节大赛二等
奖、创作三等奖的王乐说，胶东文
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大家在编
排节目时应多挖掘胶东文化，例
如以渔灯节、烟台大樱桃为题材
的节目，创新胶东文化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烟台市现有
老年艺术骨干队伍660多个，参与
活动的老年人达2万多人，约占老
年人口的15%。“15%这个数字不
高。”烟台市老龄办主任巴信崇
说，要争取让老年人的舞步踏遍
烟台的大街小巷。

据介绍，市老龄办于2009年成
立了老年艺术团，2010年成立了烟
台市老年文化艺术协会，并于2013

年更名为烟台市老年协会，各县
市区也分别成立了老年艺术团，
有4个县市区成立了老年协会，预
计到2015年上半年，各县市区的老
年协会将全部成立起来，各县市
区的镇（街）、村（居）也将于2015年
底基本做到老年协会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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