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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大大了了，，竟竟开开车车撞撞向向油油罐罐车车
所幸没发生爆炸，司机体内酒精含量超醉驾标准4倍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沛海 王鹏 晓
东 ) 2日傍晚，一辆红色越野
车在幸福东路撞上一辆油罐
车，越野车变形严重，幸好未发
生爆炸事故。经民警调查，越野
车驾驶员涉嫌醉驾，血液酒精
含量达到327mg/100ml，超醉驾
标准4倍。

11月2日晚7时20分许，市
交警二大队民警接到事故报警
后立即赶往了事发路段。白色
油罐车头南尾北停在了路中央
的双黄线上，罐体下边的零部
件已被撞碎，左后车轮的轮毂
被撞瘪。停在路东侧的红色越
野车受损更为严重，车左前头
全部凹了进去，挡风玻璃破碎，
车辆碎片夹杂着发动机盖里掉
落的零件撒了一地。

“当时该车的驾驶室车门
是敞开的，车内的安全气囊也
已经打开，只是不见了驾驶员
的踪影。”交警二大队事故民警
介绍说。根据油罐车驾驶员指

引，民警又找到了在路边打电
话的奇瑞越野车的驾驶员，该
驾驶员正捂着头在打手机，民
警靠近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
浓烈的酒味。

据该油罐车驾驶员李某称，
事发前，他正驾驶着油罐车从通
往环海路方向的小道出来，正准
备左转往幸福东路行驶，突然从
南边蹿出一辆车来，就听见“哐”
的一声，发生了追尾。

随后，民警当场对奇瑞车
驾驶员进行了呼吸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驾驶员每百毫升的酒
精含量是327毫克，远远超过了
醉驾标准。

“这个酒测值近几年都不
多见。”民警事后告诉记者。

在勘查完现场后，民警依
照程序，将该醉酒驾驶员带到
了指定的医院，对其抽取了血
样。

据办案民警综合现场勘查
证据及当事驾驶员和目击者的
询问笔录认定，该起事故是由

于油罐车驾驶员在左转弯时，
未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以及奇
瑞车驾驶员醉酒后驾车，未保
持安全车速，这两方面原因共
同导致，因此，双方驾驶员都应
分别负此次事故的责任，对于
该起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由双
方当事人共同进行承担。

由于奇瑞车驾驶员存在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嫌疑，因此，在
血样化验得出结果后，民警会
综合各方面证据，依法对其进
行相关处罚和处理，如果涉嫌
危险驾驶罪，则将会依程序对
该驾驶员提起公诉。目前，该案
件正在调查办理当中。

约约““情情敌敌””单单挑挑，，反反被被一一顿顿胖胖揍揍
发现对方与妻子网上热聊，他怒火难遏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于
飞) 近日，家住牟平区的曲先
生发现妻子在网上跟她的一位
男同事李先生聊得火热，曲先
生气不过，就在网上将李先生
约了出来。半夜12点多，两人见
了面就开打。由于两人体格悬
殊，曲先生不敌李先生，被打后
曲先生报了警，希望民警帮他
讨个说法。

2日0时许，系山边防派出
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报警
的男子称自己在街上被人打
了，打人者开着车扬长而去，希

望民警帮忙讨说法。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曲先生
表情十分痛苦地对民警哭诉，
说自己被人打了，受伤很严重，
民警询问是否要送他去医院，
曲先生怎么也不去，只让民警
赶紧去抓人。

民警根据曲先生提供的地
址去找人，可是没有找到。之
后，曲先生又说，他知道打人者
的电话，有电话就方便了，民警
便打电话让对方到派出所来。

既然知道地址又知道电话，
看来双方是认识的，为什么打起

来呢？20分钟后，打人的李先生
来到了派出所，双方都在场，民
警一问才知道。原来，李先生是
曲先生妻子的同事，晚上曲先生
在家时，发现他妻子与李先生在
网上聊得很火热，再加上之前他
观察的种种迹象，曲先生怀疑妻
子与她的同事之间有不正当关
系，心中的怒火难以遏制，他便
在网上用妻子的账号将李先生
约了出来。

两人在曲先生家小区门口
见面了，情绪都很激动，没说几
句就动了手。由于李先生身材壮

硕，而曲先生身体瘦小，根本不
是对方的对手，可想而知，曲先
生被对方揍了一顿。曲先生觉得
委屈，就想让民警帮他讨说法，
可是两人在厮打过程中，曲先生
也将李先生的皮衣撕破，所以两
人各不相让，谁也不肯认错。

双方各不相让，民警只能
先让曲先生去医院检查一下身
体，等各自冷静以后再说。第二
天，民警再次要求两人到派出
所来处理纠纷时，两人表示经
过私下调解，两人的矛盾已经
化解了。

试试驾驾猛猛刹刹车车，，漂漂移移撞撞护护栏栏
又撞了两辆车才停下来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建 王兴
海 ) 2日下午，市民王先生本
是到机场路一家4S店买车的，
在试车的过程中本想试试刹
车性能，没成想车辆玩起了漂
移，在撞坏了10节护栏后，又
碰上两辆车。

2日下午，市民王先生来
到机场路一家汽车4S店打算
买辆私家车，并对车辆进行了
试驾。当他沿着青年南路由南

向北行驶到魁玉路口附近时，
为了试试车辆的制动性，在行
驶过程中王先生就使劲地踩
下了制动板。

这一刹车不要紧，车辆突
然 失 去 控 制 ，并 玩 起 了“ 漂
移”，车子一头撞上了道路中
心隔离护栏，并由着惯性一路
向北连续撞击了10节护栏，然
后车辆又跨越护栏跑到对行
车道，又连续碰撞了两辆正常
行驶的车辆后才停在了护栏

边上。
事发后，王先生惊魂未定

完全不知所措，所幸自己和其
他车辆都只是车辆受损，没有
人员受伤，车行工作人员下车
见没有人受伤，就拨打了122

报警电话。
烟台交警三大队事故处

理中队交警接报后迅速赶赴
现场，由于事故现场及经过较
为明了，交警在勘验完现场和
拍照取证后，安排车行赶紧联

系清障车辆前来，将事故现场
及时撤离，恢复道路畅通。

交警提示，尽管车行试
乘 试 驾 车 辆 都 有 正 规 的 手
续，但是，交警部门建议车行
在 购 车 市 民 进 行 试 乘 试 驾
时，应当选择较大的宽阔场
地进行，不应当在道路上试
乘试驾，特别是在购车市民
驾驶时，应当事前将车辆性
能等关键问题交代清楚，避
免过激驾驶行为。

““老老总总””发发来来微微信信，，财财务务汇汇去去5500万万
财务人员被骗后报警，莱阳警方赶往深圳追回被骗钱财

本报11月3日讯 (通讯员
孙玉科 记者 赵金阳 )

一名男子冒充老总发来微信，
财务人员信以为真，竟将50万
元汇了过去。近日，莱阳警方
接到报警后，赶往深圳追回报
案人被骗钱财。

9月17日10时30分，莱阳
某食品公司财务人员刘某到
莱阳市公安局鹤山路派出所
报警称，当日9时16分，刘某收
到该公司总经理的微信：“现
有笔489000的款要办理，我把
信息发给你，先马上安排这

笔。”随后，一个银行账户通过
微信发到了刘某的手机上。

刘某立即给总经理打电
话，但电话没能打通。刘某立
即到银行进行了转账。随后，
刘某继续联系公司总经理，电
话接通后，总经理告诉他说，
他根本没发过这样的微信，更
没有要求往账户汇钱。刘某发
现上当受骗后，就立即来到派
出所报案。

案件清楚之后，派出所民
警立即根据刘某提供的账户
来到银行，经查询，该账户在

深圳市。
民警立即要求银行冻结

该账户。但由于该账户是公司
账户，莱阳银行无权冻结，必
须当地银行才能冻结。民警立
即联系深圳市银行，要求冻结
该账户。深圳银行同意冻结，
但要求24小时内必须提供相
关的法律文书。民警当即便往
深圳赶。第二天上午，在深圳
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办理冻结
账户手续。

账户虽然冻结了，但钱却
不能立即取出，因为，该账户

设置很多层权限，需要3个密
码锁才能进行转账。根据工商
部门提供的信息，民警在深圳
市找到该公司，但公司负责人
早已逃跑。只查到了一些诈骗
用的手机卡、身份证等。原来，
该公司负责人到银行提钱时，
发现账户已被冻结，意识到危
险后，便逃跑了。

10月23日，在鹤山路派出
所民警的不懈努力下，489000

元再次转到莱阳某食品公司
的账户。目前，警方仍在抓捕
涉案人员。

打了一拳

赔了两万元医疗费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于飞)

牟平区的孙某和李某是两位的
哥，两人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共跑
一辆车，按理说两人应该是工作的
好搭档，可是两人却因为琐事动了
手，孙某打了李某一拳，结果赔了
两万元的医疗费。

李某说，车本来是他开的，到
了交接班的时间后，他就将车开到
了两人约定的地点，当时他看到孙
某远远地走过来，他有些内急，就
直接跑去上厕所了，车没有熄火，
车门也没有关。孙某大声招呼他，
他也没听见。

孙某一下子就火了，他觉得李
某就这样把车扔在路边很不负责，
叫他还不听，就冲过去打了李某一
拳，而李某也是一肚子委屈，他说
自己之所以跑了，是因为看见孙某
过来了，而且他确实是内急，却挨
了一顿揍。

经过系山边防派出所民警协
商，孙某愿意赔偿李某2万元的医
疗费，李某不再追究他的责任。

丢了两头牛

民警连夜帮忙追回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于飞)

牟平区的老徐家里养了两头耕
牛，这两头牛在农忙的时候能帮
老徐干活，按照市场价出售也能
卖近两万元，老徐把这两头牛当
成是家里的宝贝，平时都要牵到
河滩上放一会儿。可是当老徐傍
晚去牵牛时发现牛不见了，武宁
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连夜
把被盗的两头牛给追了回来。

接到报警后，武宁派出所的
民警知道两头牛对于老徐的意
义，就赶紧组织人员寻找，并调取
了丢牛地点周围的监控。经了解，
民警初步判断，耕牛是被盗了，但
是犯罪嫌疑人在白天运牛会暴露
目标，于是民警开始发动各村治
安巡逻人员，在嫌疑人可能经过
的道路上布控。夜里，果然看到有
人拉着两头牛从村头经过，当他
看到路上有治安巡逻人员时，意
识到情况不妙，就赶紧扔下牛跑
了。

当民警把被盗走的两头牛
送到老徐手里时，老徐非常感谢
民警。

渣土车不封盖被查

本报11月3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丁明明) 为遏制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沿途粘带、撒漏、扬
尘，近日，由芝罘区城管局环卫
处、交警、公路部门组成的联合执
法组，对市区建筑材料运输车辆、
酒驾、黄标车等进行突击检查。10

月29日晚共计查处不封盖车辆1

辆，黄标车1辆。
10月29日晚10点半左右，机场

路一工地开始外运渣土，执法组
发现该工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存在
超载严重、不封盖问题，且运输车
辆没有办理《建筑垃圾准运证》。
公路部门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车辆
进行暂扣处理，并督导车主次日
到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申领《建
筑垃圾准运证》。

据环卫处建筑垃圾管理办公
室陈主任介绍，前段时间的整治
取得成效，施工方及运输单位的
文明守法意识明显提高，近期违
法违规渣土运输车辆数量减少。
在当晚夜查中，共计查处不封盖
车辆1辆，黄标车1辆。

事发现场，两车均发生破损。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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