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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
者 侯艳艳 ) 9日早晨寒风刺
骨，但一辆停放在高新区容大东
海岸小区楼下的教练车却突然
自燃了。尽管消防官兵及时赶赴
现场灭火，车辆前部还是被烧得
仅剩骨架。据了解，起火的是一
辆油改气车辆。

9日早晨6时50分许，住在高新
区的市民孙先生在上班途中经过
容大东海岸小区时，孙先生听到
一名女士的叫喊声。“谁的车着火
了？”孙先生循声望去，只见一辆
银灰色的轿车前部冒出了小火
苗。寒风凛冽，火苗随大风迅速蹿
高，此时，两名中年男子匆匆从远
处跑到车辆附近，表情里透出焦
急的神色。

由于车前部火势较大，周围
群众无法靠近车辆，只能等待消
防官兵救援。3分钟后，2辆消防
车赶到现场，消防官兵立即对车
辆灭火。消防员兵分两路，一队
从车前方灭火，另一队则对车后
方没有起火的位置浇水降温，整
个灭火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分钟。

“多亏消防员及时赶到，不然车
辆可能会爆炸。”目击者李先生
说道。据了解，起火车辆前部烧
得只剩骨架，两个前轮已经烧
化，车头直接趴在了地上。

知情者介绍，这是一辆油改
气的教练车，而车主猜测起火原
因是线路老化。

大大冷冷的的天天，，轿轿车车停停路路边边咋咋自自燃燃了了？？
该车为油改气车辆，专业人士称油改气车辆存自燃隐患

芝罘区一家汽车修理厂
的李基方师傅介绍，根据多
年汽车维修经验，汽车自燃
大多发生在车头内。线路老
化引起短路，是车辆自燃的
主要原因。

李师傅说，相比普通车

辆，油改气车辆发生自燃的
几率更大。他说，部分天然气
改装公司在改装设备上偷工
减料，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不
够细致，导致天然气泄漏，这
就埋下了安全隐患。如果车
体温度过高，就容易导致车

辆自燃。
专业人士提醒，车主不

要随意更改汽车零部件或线
路装置，若有改装需求，应选
择有资质的专业汽修店处
理。

请孙先生领取线索费30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近日，一名小伙走进芝罘
区一家手机店内挑选手机，可就在
店员走进库房拿货的工夫，小伙竟
拿着两部手机撒腿就跑，由于店外
有一名骑摩托车男子接应，小伙很
快消失在监控视野中。

近日，芝罘区一家手机店来了
一名小伙子，进店后很快看中了两
部售价分别为2999元和2698元的手
机,犹豫了一会儿就走出了店门。

店员们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手
机店内只留了一名女店员值班，小
伙又走进了手机店。他让女店员取
出看好的两部手机，又反复比对起
来。“你再拿一部手机出来。”在小
伙比对手机时，店员走进库房准备
取货。此时，小伙瞄准时机，迅速拿
起两部手机，转身就向店外跑去。
等店员从库房里出来时，小伙已经
跑出店门消失了踪影。

店员小王随后从手机店监控
画面看到，小伙跑出店门后径直
跑向三四十米远处的路边，并迅
速坐上一名小伙的摩托车驶离现
场，仅半分钟就消失在监控画面
中。目前，手机店已经报案，警方
已介入调查。

小伙假装买手机

趁机偷走俩手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可是湖北来烟台做生意
的张某和李某却打了起来，张某还
用螺丝刀把李某的头给打破了。

原来，张某和李某都是从湖北
一起来到烟台做生意的，两人在莱
山区芳华园各自经营一家豆腐店，
最近张某觉得店里的生意不好，认为
是李某抢了他生意。于是，张某就去
找李某，两人没说拢，就动手打了起
来，张某用螺丝刀把李某的头给打破
了。起初张某不承认李某的头是被他
打破的，最后经民警调查问讯，张某
才承认自己是觉得李某抢了他的生
意，才一怒之下动了手。目前李某正
在接受治疗，案件还在处理中。

为了卖豆腐

老乡打了老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闫红双) 前

不久，莱山区市民姜先生停放在小
区里的JEEP切诺基被朋友梁某持
刀砍坏多处。原来是梁某因嫌姜先
生失信，于是将愤怒发泄在了他方
的车上。梁某因为自己愤怒的举
动，已经被刑拘。

2月23日，市民姜先生报警，称
自己的一辆车被人恶意砍坏。经
查，犯罪嫌疑人梁某是孙家滩村的
村民，2014年年初，姜先生因想要
承包孙家滩村工地的工程活，就让
梁某帮忙。事成后，姜先生答应给
梁某十万元钱，但是一直没有兑
现，梁某因此怀恨在心。

2月23日晚上，梁某到姜先生
家找他要钱，敲了一会儿门后发现
没人，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红油漆在
他家门上写了“欠债还钱”几个字，
并在门口倒了些臭豆腐。等梁某走
到楼下时发现姜先生的车停在那
儿，就将手里的油漆桶和油漆扣在
了前挡风玻璃上，并拿砍刀将车四
周划了一圈，还朝车一侧的门框、
前后挡风玻璃附近砍了几下,随后
就离开了。

梁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经鉴定被损毁的车修理需
13800元。现梁某已被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因朋友失信

持刀怒砍对方豪车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贾
晓艺 ) 8日晚上，烟台职业学
院的大一学生小王从火车站
打了辆出租车返校，行李箱
放在后备厢，结果到了学校
后，行李箱却不见了。小王又
是报警又是发帖，正当束手
无策时，她接到了7路车公交
司机崔师傅的电话，原来崔

师傅捡到了自己的行李箱后
放在了公交场站，小王赶紧
把行李箱取了回来，并向崔
师傅表达了感谢。

8日晚上7点多，烟台职业
学院大一的学生小王下了火
车，与他人一起打了一辆出租
车返校，行李箱放在了出租车
的后备厢里，但是到了学校下
车后，发现自己的行李箱竟然

不见了。
发现行李箱丢了之后，小

王万分焦急，又是报警又是发
帖，正当束手无策时，小王接到
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说
他是7路车司机，在路上捡到了
一个行李箱，让小王去莱山公
交场站领取。

“真的很感谢这位公交
司机。”小王告诉记者，她希

望本报能够报道一下，宣传
一 下 这 位 公 交 司 机 的 正 能
量。

9日，记者联系到了这位热
心司机，该司机名字叫崔贵国。
当时崔贵国在路上看到一个行
李箱，就将行李箱拉回了终点
站，看到行李箱侧面有个电话，
便打了过去，果真联系到了失
主小王。

路路上上捡捡到到行行李李箱箱，，公公交交司司机机““完完璧璧归归赵赵””
丢行李箱的是返校大学生，借本报感谢这位热心好司机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孙鹏 晓
东) 本是为了给妻子庆祝“三
八妇女节”的，结果喝高了，还
开车上路，交警查住他时，他竟
在红绿灯路口睡着了。

“明明是绿灯，面包车咋亮
着刹车灯不往前走呢？”3月8日
晚8时45分许，市交警二大队民
警巡逻至楚玉路107医院路口

时，发现一排车堵在了直行车
道上，任凭后面的车辆纷纷鸣
笛催促，面包车就是不动弹。

“我们拍车窗示意，里面的
驾驶员还是无动于衷。”交警二
大队的民警介绍说，仔细一看，
发现驾驶员靠在驾驶座上竟然
睡着了。

经过呼吸酒精测试，该

驾 驶 员 的 呼 吸 检 测 结 果 为

205mg/100ml，已经远远超过

了醉驾的标准。依照程序，民

警又将其带到了医院进行抽

取血样。

该驾驶员任某醒酒后告诉

民警，他平时好喝点儿酒，“三

八妇女节”本是带着妻子在西

郊的一家酒店庆祝，席间多喝

了几杯，妻子因劝他不要开车

还气得打车回了娘家。

任某还告诉民警，其实他
根本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任某因涉嫌实施未
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被处以1000元罚款，15日
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至于醉
驾的违法行为，一旦危险驾驶
罪罪名成立，任某将面临1-6个
月的拘役。

哈哈大大了了还还开开车车，，竟竟在在路路口口睡睡着着了了
无证加醉驾，驾驶员任某或将面临6个月以下的拘役

油改气车辆存自燃隐患

相关链接

近期，东炮台海滨风景区生
态海豹湾斑海豹们产下三头幼
仔。据海豹湾饲养员邢涛介绍，
这三只小海豹最早的是在腊月
二十五出生，其余两头分别正月
初一和正月初九出生。

据了解，斑海豹为水陆两栖
动物，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目前，东炮台生态海豹湾现有斑
海豹20余头，其中雌性8头。

本报记者 李静 韩逸
摄影报道

烟台新添三头

斑海豹宝宝

消防
员正在紧
急为车灭
火 。线 索
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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