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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面面““长长出出””石石墩墩 轿轿车车通通行行犯犯难难
事发松花江路，社区工作人员称为阻止大货车

本报定陶3月11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
英) 3个10岁“熊孩子”想买
玩具和零食，却苦于没钱，于
是偷偷跑到邻居家里，趁人
不备偷拿5000元现金。3月11
日，定陶县公安局张湾派出
所破获该起未成年人入室侵
财案件。待钱归还后，民警对
三个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并
责令家长严加管教。

3月9日17时许，定陶县
张湾镇村民李某回到家中，
发现柜子打开。“不好，遭贼
了！”，他脑子中划过第一个
念头。李某仔细检查，确认所

藏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
到报警后，张湾派出所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民警通过细
致调查，对现场留下的痕迹
仔细比对，民警发现柜子门
上有一双小手印。很快，民警
锁定三个孩子小虎、小龙和
小豹(化名)。听说民警怀疑
邻居家小孩，李某起初有些
不信，因为他们只有10岁。

因3个孩子都是未成年
人，慎重期间，民警先让学校
老师做三个孩子的思想教育
工作。根据掌握的证据，民警
才十分谨慎地将小龙、小虎
和小豹传唤至派出所。在他

们家长的监护下，民警对三
个孩子进行耐心询问。在民
警和家长的鼓励下，3个孩子
很快承认：李某家的钱，确实
是他们拿走的。

因贪恋玩具和零食，小
龙苦于无钱购买。于是，他和
小伙伴小虎、小豹商量，到邻
居李某家拿些钱。3月9日下
午，三个孩子趁李某家中无
人且门未落锁，进入李某家
中偷偷拿走5000元现金。将
钱归还之后，民警对三个孩
子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家
长严加管教。

3个“熊孩子”为买玩具偷拿邻居5000元

本报菏泽3月11日讯(记者
邓兴宇 ) 11日上午，市民

张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广
州路与松花江路交叉口西300
米处，三个大石墩将马路拦腰
截断，中间开口狭小最多允许
三轮车能通过，私家车要想通
行必须绕路。社区工作人员解
释，石墩之所以安放在此，是
因为这条路经常过大货车，对
路面损坏严重，也担心大量过
车会对周边空气造成污染。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广州
路与松花江路交叉口西300米
处，确实有三个大石墩挡在路
中央，而且每个大石墩都有2
米高1米多宽，石墩之间留的

开口十分狭小，最多允许三轮
车经过。“孩子就在路西上学，
开车接送孩子必须绕行到黄
河路或长城路，确实有些不方
便，现在我只能骑电动车接孩
子。”恰好从这经过的吴先生
告诉记者。

“这些石墩是谁安放的，
为什么连小汽车也禁止通行？”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找到丹阳办
事处张花园社区工作人员。

“在这里安放石墩就是为
了防止大货车通行，因为这里
属于丹阳工业园区，附近都是
企业工厂，而且还有沙石料场，
原来每天都有很多大货车从这
里经过，一些外地货车为了躲

避检测站和红绿灯也都从这条
路绕行，整条马路经常尘土飞
扬，周边居民反映强烈，而且大
货车对路面损坏十分严重，光
修路就修了两次了，堆放石墩
阻止大货车通行也实属无奈之
举。小汽车要想通行可以绕到
南北的黄河路、长城路，其实并
没有多远。”该工作人员解释。

另外，工作人员还告诉记
者，一旦将开口放大允许小汽
车通行，一些运输垃圾的车辆
也会从此经过，大量过车会对
周边空气造成一定污染。

三个巨大的石墩挡在
路中央，最多允许三轮车通
行。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本报菏泽3月11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这桥洞都快被垃

圾堵实了，却不见人清理。”11
日上午，家住牡丹区的袁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6330000反映，
位于牡丹区西城办事处百园
社区的穆楼村中一座桥遭垃
圾围堵，桥两岸垃圾遍布，异
味很大。牡丹区环卫处回应，
将会结合西城办事处对此进
行处理。

1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曹州西路的穆楼村，在被当地
村民称为穆楼桥的桥面上人
来人往，川流不息，一旁的小
摊小贩正在经营生意。

在桥梁的南北两侧皆是
随意堆放的生活垃圾与建筑垃
圾，而南侧垃圾堆放问题更为严

重，甚至其中一桥洞下浮满了垃
圾，河水已呈黑褐色。虽然当天
气温低，若距离河流太近，仍闻
到一股刺鼻的异味。

“这满岸的垃圾，谁看到
不堵心。”附近居民贾女士告
诉记者，大多是周边的居民随
意倾倒。

住在穆楼桥附近的张先
生说，这条河的两端已被堵
死，成了一片死水，同时又受
河岸以及水中垃圾的影响，河
水已被污染，附近居民的地下
水水质也受到影响，如今，他
们已不敢食用地下水。

记者在桥梁的南侧发现
一写有“严禁倒垃圾，违者罚
款”警示牌，但未注明立牌单
位。据周边的村民讲，他们并

未听说有人因在此处倾倒垃
圾而被罚款。

随后，记者联系到牡丹区
环卫处督查科，其相关负责人

称，会尽快与西城办事处结
合，对此处的垃圾进行处理，
同时也呼吁，良好的卫生环
境，需要市民的共同参与。

桥桥面面人人来来人人往往 桥桥下下垃垃圾圾遍遍布布
牡丹区环卫处称将结合西城办事处，尽快清除此处垃圾

本报东明3月11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崔建伟
张琰 ) 东明一男子在经营

餐馆的过程中，违规使用工业
盐被盐务机关查处，但该男子
不仅不服从处罚决定反而将
盐务稽查人员反锁餐馆内，直
到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才打开
餐馆卷帘门。目前，由于该事
件所产生的影响恶劣，东明警
方依法对该男子作出行政处
罚。

3月10日15时许，东明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110指挥
中心警令称，辖区某商贸城有

人阻碍执行职务，请求前往增
援。城关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
出警赶赴现场，事发餐馆周围
挤满了围观群众。

经民警了解，当天1 4时
许，菏泽市盐务局联合东明盐
务稽查队的5名稽查人员，对
东明县内食盐经销点以及餐
馆等依法进行例行检查，在检
查至该餐馆时，稽查人员向餐
馆经营男子出示了盐务局的
行政执法证，并向其说明了需
要检查的内容。

期间，稽查人员在餐馆操
作间内查到有1公斤左右的工

业盐，随即对男子进行询问。
在依法向其出具处罚决定时，
该男子不配合执法工作，一边
大喊让稽查人员出去，一边起
身向外走，声称“再不出去就
锁门了”。说话间，男子已走到
餐馆门口并拉下卷帘门，用钥
匙反锁后向南扬长而去，而3
名稽查人员则当场被反锁在
餐馆内。

了解情况后，出警民警及
时找到经营餐馆的男子并责令
其将门打开。后经询问，该男子
称自己不服盐务稽查人员的处
罚决定，便大声驱赶稽查人员离

开，并将卷帘门反锁。
目前，该男子因阻碍执行

职务被东明县公安局依法行
政处罚。

据了解，工业用盐主要用
于生产如氯气、漂白粉、烧碱
和工业盐纯碱等化工产品，这
种盐与生活中所用的食用盐
不仅仅是制作精良与否的质
量上的差别，如果误食了其中
一种含有大量亚硝酸纳的工
业用盐，就极易引发工业盐中
毒事件。餐馆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使用工业盐的行为违反
了盐业管理条例。

餐餐馆馆违违规规使使用用工工业业盐盐被被查查处处
负责人不服处罚，将稽查人员反锁店内

本报菏泽3月11日讯(记者 赵
念东 通讯员 李增强 ) 鄄城一
男子原在一建设工地负责运料，后
来嫌运料累且不挣钱，于是辞掉工
作来到菏泽找份挣钱的“营生”。3月
10日凌晨，该男子在一小区盗窃电
动车时，被开发区巡逻民警当场抓
获。目前，该男子因涉嫌盗窃犯罪被
开发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民
警介绍，针对冬春季节发案特点，市
开发区公安分局加强了对重点区域
和路段的巡逻力度。3月10日凌晨3
时许，便衣巡逻中队民警巡逻至人
民路与长江路交叉口附近时，发现
一男子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三轮
车上带着一辆两轮电动车，行迹十
分可疑，遂上前盘查。男子发现民
警，弃车往路边小胡同逃跑，民警追
上将其抓获，并从其身上搜出作案
工具一套。男子被移交车站派出所
调查处理。

据民警调查，嫌疑人王某于
2007年11月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两年，2009年11月份刑满释
放；2010年9月因盗窃罪被法院判
刑，2014年9月份刑满释放。此次出
狱后经人介绍，王某来到定陶县一
工地工作，主要负责给工地施工的
运料。“干个杂活，一天只能赚100元
左右，这活不但累而且挣钱少。”于
是，王某辞掉工作来到菏泽。

王某到达菏泽后并未找到合适
工作，因无事可做，就四处闲逛。“3
月10日2时许，我沿着人民路往南
走，拐进人民路边的一小区，将一辆
电动车盗走。”王某说，在快出小区
时又看到一辆未上锁的电动三轮
车，他便将盗窃的电动两轮车放在
三轮车上面准备离开，被巡逻的公
安民警当场抓住。

3月10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
嫌盗窃犯罪被开发区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嫌工作累且不挣钱
“二进宫”盗窃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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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垃圾围堵的桥。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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