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无证开套牌车被查，推开民警拔腿就跑

民民警警追追5500米米摁摁倒倒逃逃跑跑驾驾驶驶员员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温全福 记者 柳斌 ) 26日
早高峰，市交警一大队民警查
获一无证驾驶套牌车的驾驶
员。该驾驶员在2011年因为醉
酒驾驶被吊销了驾驶证，今年3

月份因为无证驾驶已经被拘留
过一次，此次被查后，驾驶员还
两次试图逃跑躲避处罚，最终
被民警控制住。

26日早高峰7时40分左右，
市交警一大队分控中心发现连
续多日布控的一辆黑色别克轿
车进入一大队辖区，于是分控
中心民警立即用手台通知在路
面执勤的民警。

“涉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
的黑色别克轿车，正在沿红旗
中路自西向东行驶，请相应路
段民警注意观察，及时查缉这
辆车，该车目前悬挂号牌为鲁
C325××。”执勤民警手台里传
出指令。

得到分控中心指令后，一
大队在红旗中路沿线的民警
开始对该车进行布控。在胜利
南路与红旗中路交叉口，民警
示意这辆车靠边停车时，该车
没有服从指挥，反而继续加速
通过路口，早有准备的民警立
即通知下一路口民警提前拦
停其他车辆，利用车流阻截该
车，随后也驾驶摩托车前往增
援。

不久后，两名民警将该车
成功拦停，并开始现场检查车
辆和驾驶员相应证件，一打开

后备厢，民警就发现了另外一
副车牌，现场该名男子也拒不
出示驾驶证，说自己没有带驾
驶证，随后民警将其带至大队
做进一步调查落实。

但当民警将其带至大队
院内后，却突发状况。祝姓驾
驶员在被带下车后，趁民警不
注意，猛地推开民警就朝大门

跑去，试图就此逃过处罚。这
一过程，被刚刚驾驶摩托车进
入大队的几名民警碰个正着，
见此状况，几名民警立即开始
追这名试图逃跑的驾驶员。

狂追50米后，民警成功将
逃跑的驾驶员控制住。原来祝
某在2 0 1 1年因为醉酒驾驶被
吊销了驾驶证，自己知道此次

无证驾驶会被拘留，所以才试
图逃跑逃避处罚。

据了解，祝某已经不是第
一次因无证驾驶被拘留了，在
今年3月份，他就曾因无证驾
驶被行政拘留过15日，而目前
祝某因无证驾驶和使用其他
车辆号牌将受到罚款3000元，
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本报8月26日讯 (通讯员
高小杰 程延平 记者

柳斌 ) 近日，海阳法院处理
结束该院首起强制医疗案件，
精神病人王某将陌生男子姜
某杀死，法院判其不负刑事责
任，但予以强制医疗。

海阳居民王某因患精神

疾病，总是自我感觉其职工宿
舍对面某工厂传达室的姜某
半夜朝其宿舍发出声音，扰乱
其睡眠，同时又臆想自己的

“口臭、体臭、磨牙”等毛病遭
到周围人的嫌弃，并总感觉听
到姜某在其身边数落他的“毛
病”，便产生了杀害姜某的念

头。2015年1月份，王某持刀闯
入某工厂传达室，将姜某杀
死。后经鉴定，王某患有精神
分裂症，作案时正处于精神疾
病发作期，辨认及行为控制能
力丧失，无刑事责任能力。

海阳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实施故意杀人的暴力行

为，已严重危害公民的人身
安全，但其经法定程序鉴定
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
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王
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遂依照海阳市人民检察院的
申请，决定依法对王某予以
强制医疗。

精精神神病病人人杀杀人人，，法法院院判判决决强强制制医医疗疗

本报8月26日讯 (通讯员 杨
俊义 福基 记者 柳斌 ) 近
日，芝罘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审核立
交桥派出所受理上报的一份购房
落户申请材料时，发现申请人刘某
某的女儿《出生医学证明》涉嫌伪
造。

刘某某交代，2009年1月他与
妻子未婚先育生下了女儿，为逃避
计生罚款，伪造了虚假《出生医学
证明》将女儿户口落在其家乡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

2015年，因为孩子上学问题，
刘某某在烟台市芝罘区购买了一
套住房，准备将户口迁至烟台。此
时，其发现内蒙古落户时伪造的女
儿《出生医学证明》上存在信息错
误，遂于2015年6月18日再次花费
人民币200元，又购买制作了一份
女儿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并持假
证明到分局立交桥派出所申请落
户。

8月25日，立交桥派出所将申
请人刘某某传唤到所，并对其买
卖、使用伪造的证明文件违法行为
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伪造出生证明

办理落户时被查

本报8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
玉 记者 柳斌 ) 近日，大季家
派出所辖区一名五十多岁的母亲
找到民警，希望能帮助儿子戒除毒
瘾，恢复正常生活。

民警跟这位母亲谈心了解到，
其儿子小姜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开
始吸毒，经常跟朋友在一块溜冰。
后来小姜在家里溜冰的时候，被她
发现了。

母亲苦心劝说，小姜仍经常背
着家人偷偷溜冰。无奈之下，小姜
的母亲，找到民警，希望通过法律
途径让小姜受到教育，帮助小姜戒
除毒瘾。民警将小姜传唤至大季家
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过尿检，小姜
的尿检结果呈阳性，公安机关依法
对小姜进行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同时为了彻底帮助小姜戒除
毒瘾，民警约定小姜每周到派出所
来接受毒品检测。

儿子染上毒品

母亲求助民警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陈
凯臻 董斌 记者 柳斌) 25

日上午，开发区一女子站到8楼
窗台上哭喊着要跳楼。开发区消
防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成
功救下欲跳楼的女子。

8月25日上午9时36分，烟
台市公安消防支队经济技术开
发区大队长江路中队，接到指
挥中心指令：位于碧海绿洲小
区2号楼2单元8楼一女子要跳
楼。接警后长江路消防中队立
即出动1辆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
赴现场。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见
一名女子坐在碧海绿洲小区2

号楼2单元8楼窗台上边哭边

喊，一只腿跨出窗外，随时有跳
下来的危险。

经现场了解，得知该女子
因感情受挫一时想不开爬到自
家阳台外想轻生，情绪比较激
动。为防万一，消防官兵立即侦
查现场情况，在楼下铺设了气
垫。

民警立即联系其亲属来现
场，称其男友马上过来，化解女
子的抵触情绪。经过40多分钟
的耐心劝说，该女子因体力不
支，心脏病复发，打消了轻生的
念头，民警与消防官兵趁机接
近，迅速拉住该女子手将其带
离窗台。随后，把该女子交给医
务人员进行救治。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
永军 通讯员 李平 ) 记者
从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
到，24日，一名中国籍旅客在
OZ3 0 7航班上疑似突发脑溢
血，病情危急。检验检疫部门迅
速应对，特事特办，开启绿色通
道，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目
前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24日下午2点46分，烟台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事处旅

检科接到韩亚航空公司电话报
称，OZ307航班(韩国仁川至烟
台)一名中国籍乘客在飞机降
落途中突发呕吐，并有尿失禁
和意识不清等危重症状，请求
紧急援助。

接到电话后，检验检疫部
门立即组织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员等在飞机廊桥口，在飞机靠
桥后第一时间迅速登机，对发
病旅客进行体检。经现场检查

初步排除传染病可能，并协同
机场医务科工作人员，判断该
旅客为疑似突发脑溢血，需紧
急送医抢救。

经请示，本着“特事特办生
命第一”的原则，为该旅客开通
绿色通道，直接经停机坪由120

急救车转送至烟台开发区医院
进行紧急抢救。经医院诊断，该
旅客为突发脑干出血，病情十
分凶险。由于抢救及时，该患者

生命体征平稳，正在进一步治
疗中。

据悉，这是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运营以来，首例突发
病例抢救。在处置过程中，烟
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
事处迅速反应，特事特办，高
效专业的处置措施为病人抢
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到
了航空公司和旅客家属的肯
定。

旅旅客客空空中中突突发发脑脑溢溢血血
烟台检验检疫开辟绿色通道，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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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一女子因家庭纠纷欲跳楼。 消防供图

民警将试图逃跑的驾驶员控制住。 通讯员供图

本报8月26日讯 (通讯员 金
武 昭文 晓东 记者 柳斌)

“1、2……10、11、12。”日前，市交警
二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查获
一辆面包车，让人吃惊的是，核准
乘坐5人的面包车，里面竟塞了12

个人。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依法
进行了处罚，并联系了车辆将超
出的人进行了转运。

8月26日上午7时30分许，市交
警二大队民警在北马路与青年路
路口，发现一辆面包车行驶缓慢，
车厢里好像有许多人。民警立即
示意该车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
查。

经查，光车厢内竟然就有10个
人，加上驾驶员和副驾驶一共是12

个人。
据驾驶员邹某称，他是被雇

佣专门接送工人的，为了多拉人，
他就在车厢内加上了几个板凳。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
关规定，邹某因驾驶载客汽车载
人超过核定人数20%的违法行为，
被处以200元罚款，记扣驾驶员6分
的处罚。处罚完毕后，民警联系车
辆将工人们送到了目的地。

5座面包车

拉了12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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