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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宫文灵 孙军)

15日晚，乳山交警全市夜查。
当晚，在市区青山路百货大楼
红绿灯处，面包车驾驶员姜某
未开启夜间行车大灯被拦下检
查，民警闻到车内有酒气，姜某
却称自己未吃晚饭更谈不上喝
酒了。然而，呼气检测结果显示

为姜某涉嫌醉驾。
15日晚，乳山交警在市区

开展酒驾集中整治行动，各中
队民警分别在辖区主要路口设
卡检查过往车辆。19时30分，在
市区青山路百货大楼红绿灯
处，一辆面包车自南向北驶来，
未开启夜间行车大灯。六中队
民警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
驾驶员姜某摇下车窗时，

从车内出飘出一股淡淡的酒
气。民警询问姜某是否喝了酒，
姜某却笑眯眯地称，自己还没
有吃晚饭，更谈不上喝酒了。

民警使用酒精检测仪对姜
某进行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显
示姜某呼出气体的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110 . 8毫克，已经达到
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经查，当晚姜某外出喝酒，
酒后驾车返回，途中遇交警夜
查。当晚，民警将姜某带至乳山
市人民医院进行抽血取证。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姜某已被刑
事拘留，当晚就直接进了乳山
市看守所。

酒后砍伤两人

10个月后落网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王文华 ) 郑某
在河南老家酒后持刀砍伤两人，
逃亡近10月后在石岛落网。

15日10时许，荣成市特巡警
二大队获得线索，石岛某旅馆有
一名网上逃犯。民警赶到现场把
控，敲开房门，当场将网上逃犯抓
获归案，将其移交至港湾派出所。
经查，该名网上逃犯郑某是河南
人，今年1月28日晚，郑某酒后持
刀砍伤男子张某、张某某，法医鉴
定张某轻伤、张某某轻微伤。涉嫌
故意伤害罪，郑某被河南省舞钢
市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

返返赃赃
16日上午，在环翠公安分局

北沟街派出所，民警发还近期5

起盗窃案的涉案财物给被受害
人。

本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李明辉 摄影报道

偷了十斤铜

被拘留七天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张杰) 郝某利用工
作便利，盗窃公司铜具藏在外套
里，企图随身顺出，被门卫发现。

男子郝某在张村镇一渔具厂
工作，负责零配件加工。工作期间，
郝某发现车间有大量铜质加工工
具，起了贪念。13日晚，郝某值夜班
决定下手，他偷了10余斤铜具。次
日早晨下班，郝某穿了一件大外
套，把偷来的物品藏外套里。

快走到公司大门口时，门卫
发现郝某走路的样子笨拙怪异，
上前检查，摸到郝某的外套里藏
有可疑物，门卫将郝某控制住并
报警。14日，因盗窃，郝某被行政
拘留7日。

本报 10月 18日 (记着 陈
乃彰 通讯员 肖仁忠 王
晓飞 ) 近日，乳山警方破获系
列入户盗窃案13起，追缴被盗
相机、电动车、手机等物品一
宗，抓获窃贼于某，于某腿脚
不灵便，刚被刑释不久。

10月 5日、7日，乳山城区
办岚子村、北江村、南江村连

续发生三起入户盗窃案，失窃
被盗金银首饰、电脑及现金等
物品价值1万余元。

乳山警方调取案发现场周
边监控，发现一瘸腿男子有重
大嫌疑。10月8日，乳山城区办
仇家洼村、建设街西首再次发
生两起入户盗窃案，监控显示
两起案件均系瘸腿男子所为。

窃贼连续作案，符合前科
刑释人员作案特点，民警摸排
全市侵财前科人员。1 0 月 1 0
日，最终确认嫌疑人系今年 5
月刑满释放的于某。

民警巡逻查控发现，于某
多次作案后曾到白沙滩镇某
村探望其母亲，民警联合白沙
滩边防派出所蹲守，经连续三

天守候，10月 14日 17时许，蹲
守民警将于某抓获，从其手提
袋中缴获香烟等被盗物品一
宗。

经审讯，于某交待了自今
年 9月 28日以来，他先后窜至
城区周边村庄，撬锁入户盗窃
作案 1 3 起。于某已被刑事拘
留。

腿腿脚脚不不灵灵便便，，刑刑释释男男子子入入户户盗盗窃窃1133起起

本报 10月 18日讯 (记者
王震) 18日上午，在文登区畅
海路，一对路况不熟悉的轿车
司机，遇上了修路改线，与一
辆小货车相撞，一头扎进货车
底部，差点拱翻货车，货车内
一乘客受伤。

18日上午，文登交警大队
三中队民警报警称，畅海路郭
家店附近发生一起车祸。民警
赶到现场看到，一辆白色外地
轿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冲进路
侧绿化带，轿车前半部受损严
重，保险杠、前大灯、水箱等均

严重受损，2 个安全气囊已打
开，货车内一乘客受伤。

经查，两车均在畅海路行
驶，本应驶向环海路，但环海
路正在修，所以二车从旁边一
处岔道绕道而行。在岔道行驶
时，货车在前，轿车紧随其后，
熟悉路况的货车司机刘某准
备左拐驶出岔道，不熟悉路况
的轿车司机孙某仍直行，二车
车距较小，轿车撞上货车。目
前，受伤的货车乘客已被送至
医 院 ，案 件 仍 在 进 一 步 处 理
中。

外外地地司司机机遇遇修修路路，，拐拐弯弯差差点点拱拱翻翻小小货货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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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注销车
违章33次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辛浩琳
王春磊) 17日下午，文登

公安分局特巡警高家台公
安检查站民警在执勤过程
中，查获一辆已被注销车，
该车总共违章33次未处理。

17日16时许，高家台检
查站民警执勤时发现一辆外
观破旧的黑色奥迪轿车，发

现，该车自2012年7月起一直
未进行检验，也未购买强制
保险。经进一步查询发现，该
车自2013年4月至今共有33
条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共
计被罚款6500元、记96分，车
处于被注销状态。

目前，驾驶员吕某因驾
驶无强制保险车辆被行政
罚款2000元，车被暂扣。

“小兔子”司机斗殴
一人骨折一人被刑拘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张杰 ) 两个“小兔
子”司机行车过程中，一个别了另
一个的车，引发了一场斗殴，一人
鼻骨被骨折。

9月下旬，张村镇某路段，“小兔
子”司机吴某驾车正常行驶，孙某驾

“小兔子”紧随其后。行驶中，吴某用
车别了孙某，孙某驾车赶上吴某，逼
停对方。争吵中，孙某向吴某的面部

挥拳，致对方鼻骨骨折，他驾车逃离
现场。

接到吴某报警，双岛边防派出
所民警将吴某送至医院。经鉴定，吴
某的伤势已构成轻伤。由于当时未
记住孙某的车牌号，民警一时半会
无法查清对方身份。

经大量走访调查，10月14日，在
张村镇孙某家中，民警将孙某抓获。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孙某已被刑拘。

三年不审车

司机被罚两千元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
震) 18日，文登交警在董家店附
近巡逻时，查获一辆3年未年审、
挪用其他车辆强制险和检验合格
标志的本地客车。

18日上午，文登交警六中队
民警在董家店岗附近巡逻时，一
辆本地车牌号码的黄色微型普通
客车形迹可疑，民警要求驾驶员
王某出示相关证件，检查发现王
某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车已有
三年未年检且无强险，贴在车窗
上的强制保险标志和检验合格标
志更与本车不符，系挪用他车。

王某承认自己没审车，也没
购买保险，就挪用其他车辆的强
制保险和环保检验标志。王某的
车被扣，被罚款2000元。

速读

为加强化工企业的监管力
度，确保自动消防设施起到“第一
时间”报警及扑救火灾的作用，近
日，临港区消防安保办深入辖区
化工企业、易燃易爆单位进行远
程监控系统隐患摸排。 陈璐

10月14日下午，文登消防大
队走进泽头中学为该校300余师
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讲座。结合
典型火灾案例，消防队员针对校
园火灾的特点，讲解了拨打119火
警电话时应注意说清哪些信息、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逃生自救的
注意事项等。活动起到了“教育一
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
社会”的作用。 于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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