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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河东大道有人倾倒建筑垃圾

同同一一个个地地点点1100天天连连起起33场场火火

24小时

碍于朋友面子

酒后驾车受罚

四四岁岁孩孩子子将将自自己己反反锁锁在在家家中中
消防队员垂降打开房门解救

不满房子分配

携开天雷闹事

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 孙婷婷 摄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李安英) 平原县一男子明知道
喝酒后不能开车，但为了顾及面子，不
伤朋友之间感情，还是铤而走险，酒后
开车为朋友运送东西，结果是面子有
了，自己却受了罚。

3月10日16时许，平原交警大队民
警在辖区一乡村公路上巡逻执勤时，
一辆对行的面包车发现巡逻警车后急
忙调头躲避，民警迅速驾车上前制止。
经检查，面包车上坐着两个人，车厢内
有一台建筑工地上用的机械设备。经
查，面包车驾驶人王某呼气酒精含量
检测值为46 . 5mg/100ml，属酒后驾驶。

原来，王某和面包车上的乘车人
梁某是朋友，当天下午梁某找到王某，
让他开着面包车把这台建筑用设备从
梁某家中送到某处工地上。由于王某
中午喝了酒，本想拒绝，但是碍于朋友
间的面子，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梁某。

因酒后驾驶和面包车违规载货两
项交通违法行为，王某被处以罚款
1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
处罚。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智 ) 醉酒男子因房子分
配问题携带一箱开天雷独闯街道办，
扬言不解决问题就点火，危急时刻民
警迅速赶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化
解了一场危机。

3月7日下午1时许，新城派出所接
到报警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来了一
名醉酒男子，抱着一箱开天雷，扬言要
炸掉办公楼。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民警一边劝解男子，有问题好好商
量解决，一边缓慢靠近该男子，趁其不
备，夺下了他手中的打火机。

原来男子张某，一月份时就因房
子分配问题大闹过，结果被处以行政
拘留五日的处罚。此次中午饮酒后，
想起房子问题还没有解决，心情郁
闷，于是前往花炮商店购买了开天雷
和打火机，就前往街道办讨说法。根
据相关规定，张某受到了五日行政拘
留的处罚。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马振华) 一名在村里有名的

“拖拉机能手”，不仅敢开车上路，竟
然还上了高速公路，更令人意外的
是，他还开出了1100余公里。

当天14时许，德州市交警支队高
速公路一大队民警在京台高速德州
段299公里处执勤时，发现一辆车牌号
为冀A305xx的面包车驾驶员有意躲
避交警的眼神，神情有些紧张。

经查，该车驾驶人胡某江西人，
近些年一直从事装修工作。3月9日15

时许，其姐夫郭某(化名)在天津打来
电话，告知他又签约了几家装修业
务。接到电话后，胡某连忙联络到干
活的工人。但怎么开车去，让他犯了
难。他想，自己虽然没有驾驶证，但曾
开过五年拖拉机，驾驶技术不错，是
村里有名的“拖拉机能手”，平时也偷
摸开过姐夫的车，现在正在驾校学
习，已经考过了科目3。为了快速到达
天津，他选择走高速公路。一路上，他
小心谨慎，白天赶路，晚上到服务区
休息，竟将车开出了1100余公里，眼看
离天津不远了，却被查获了。

根据相关规定，民警对其无证驾
驶的行为处以1000元罚款。

自称拖拉机能手

竟敢上高速飞奔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孙婷婷) 11日上午8时许，在
袁桥镇大王庄附近的减河东
大道路段，被倾倒在此的建
筑垃圾燃起大火，并冒起了
滚滚浓烟。据经济技术开发
区消防大队消防队员介绍，
这已经是10天之内第三次到
这个地方灭火了。消防队员
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火情。

着火的地点位于袁桥镇
大王庄附近，减河东大道路
旁的空地上。上午8时许，一
堆易燃的建筑垃圾冒出火
苗，并冒起滚滚浓烟。泛起的
黑烟迅速引来不少市民围
观。在着火位置附近，有堆积
的麦秸，还有干枯的枯草。由
于担心引燃周围的枯草，让
火势更大，消防队员迅速近
距离进行扑灭。

虽然有刺激性气味，但多
数围观市民并未采取防范措
施，甚至都没有捂住口鼻。“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倾倒在这个地
方的。”一位围观的市民说，他
在减河桥河提上就看到冒起的
滚滚浓烟。“本来还以为是雾霾
天，可看烟一直往上冒，才知道
是着火了。”

据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
大队消防队员介绍，这已经

是第三次接到报警了。“10天
之内相继跑了三次，两天前
刚刚扑灭了一场，都是在此
处附近的位置。”消防队员介
绍，烧的都是建筑垃圾，里面
有玻璃钢废料、塑料等易燃
物品。“玻璃钢燃烧后气体有
毒，希望能引起监管部门的
重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火
情。”(线索提供者 朱女士
奖励50元)

本报3月11日讯(记
者 孙婷婷) 11日上午
9时许，家住十二里庄小
区三楼的一户居民杨女
士外出时，4岁的孩子将
房门在内部反锁，无法
从外面将房门打开，刚
开始呼唤孩子时还能听
到哭声，后来就不应声
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消
防队员赶到现场后，从4
楼垂降至3楼，将防盗窗
打开后，从窗户进入，将
房门打开，孩子安然无
恙。

被反锁的房门位
于十二里庄小区一栋

单元楼的三楼，住户的
情绪很激动，不断怕打
着房门，并呼唤孩子的
名字。该住户称孩子只
有4岁，很担心孩子会
进入厨房，或者碰触到
电源等危险。“一直听
不到里面有动静，很担
心，害怕孩子到卫生间
里 ，卫 生 间 里 有 一 桶
水，以前就趴进去过。”
孩子的母亲说。

消防队员赶到现
场后，一名队员穿好个
人防护装备，从4楼住
户家中的阳台下降至3
楼。由于3楼安装有防

盗窗，消防队员支撑在
防盗窗上，用铁钳子打
开后，进入室内，并迅
速将房门打开。

据该住户介绍，刚
开始呼唤孩子时，能听
到孩子的哭声，到后来
就不应声了。“对门也
是我们家，就到对门一
小会儿的时间，等再回
来时拿钥匙开房门却
打不开了。”该住户说。
房门被打开时，孩子的
家人立即奔向房内，孩
子安然无恙。(线索提
供者 苏先生 奖励
30元)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李先忠 高明)

“寻人启事，本人于22日被
偷走现金1400元，请大家帮忙
寻找小偷。”近日，陵城警方在
网上发现有人发布寻找小偷
的信息，民警主动出击，不到
两小时便抓住嫌疑人，帮助当
事人挽回损失。

“当时我正在网上巡查，
看到有一条寻人启事，就留
神看了一下。”据办案民警介
绍，2月25日上午他在QQ群
内 发 现 这 则 寻 找 小 偷 的 启
事，仔细阅读后，初步判断该
启事具备一定可信度，便立
即上报并展开核实和调查。
原来，该网民系陵城区某网
吧业主李先生，2月22日一上

网人员在下网结账时，心生
歹意，趁着网管有事离开的
短暂空隙，将吧台内1400余
元现金偷走。当日李先生晚
间盘点时发现账目有误，便
调取了吧台附近的监控录像
进行查看，发现是一名年轻
男子盗走钱款，立即将小偷
的相貌身形图像截取下来。

考虑到金额不算太大，
而且已经截取到小偷图像，
便没有报警，而是在网上发
布寻人启事，寻求网友的帮
助。得知这一情况，民警立即
出动，通过侦查发现张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并立即检索
确定其当前位置，两个小时
内就在德州市某网吧将嫌疑
人抓获。

网上寻小偷还真抓住了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孙亚萍)

原告江苏公司起诉被告德
州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在双方对抗情绪很激烈
的情况下，陵城区法院执行
二庭法官先后两次远赴江
苏，25天跨省帮申请人拿到
10万元欠款。

据悉，原告江苏公司起
诉被告德州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被告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
告货款159400元，该判决生
效后，由于被告公司未按判
决书规定的事项履行义务，
申请人江苏公司向法院申
请执行。

经调查，被执行人正在

机构改制，重组合并，已无力
顾及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申请人江苏公司因资金
紧张，如不及时拿到这笔欠
款，公司将面临资金链断裂
的危机。在双方对抗情绪很
激烈的情况下，该院执行二
庭法官在严密查控被执行人
财产的同时，先后两次远赴
江苏，当面做申请人的工作，
使双方有了握手言和、和解
执行的意向，最终在执行法
官主持下，经双方当面协商，
申请人自愿放弃了近6万元
的本金，被执行人也因少拿
了6万多元及利息，双方在和
解协议上签字，被执行人当
场通知公司会计将10万元打
到对方账户。

25天跨省拿到10万欠款

消防队员利用垂降打开房门。 孙婷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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