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抢眼·96706 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蓝峰 组版：继红 今 日 济 南>>>>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泰来 通讯员 张志扬）
11月24日、25日两天，济南普降
中到大雪，天桥区明湖西路被
大雪覆盖影响了通行效率。路
况已然不佳，一辆渣土车又来
添乱，在明知渣土撒漏的情况
下不采取任何措施，在近5公里
的路段撒下大量渣土石块，一
度造成交通拥堵。

后经调查，民警锁定了这
辆渣土车，发现它涉嫌闯红灯、
污损号牌、违规变道等多项违
法行为，遂给予驾驶员记21分、
罚款1000元的处罚。

一段监控视频记录下了这
辆渣土车的违法过程。记录显
示，2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明
湖西路与顺河东街交叉口，一
辆拉满渣土的大货车尾部开始
撒漏。

“现在我们看这个左转车
道，信号是红灯，并且有明确的
道路标识，大货车过去以后，标
识被覆盖，并落有石块，撒落的
渣土已经把标识覆盖。”

天桥交警大队民警赵洋指
着监控视频对记者说。据了解，
这辆渣土车在明湖西路由东向
西行驶一直到纬十二路，近5公
里的道路上撒漏了大量渣土和
石块。

“下雪已经对交通造成影
响，这些渣土和积雪一起导致
24日的明湖西路异常拥堵，不

少车辆都需要绕道行驶。”赵洋
说，当天交警联合路政、环卫等
一起清扫渣土，从上午8点半直
到11点多，整条路上的渣土、石
块才全部清理结束。

此外，监控视频显示，当大
货车撒漏了一公里时，曾有一
辆出租车赶上渣土车，并示意
驾驶员停车告诉他出现撒漏，
但驾驶员没采取任何措施就又
重新上路。

通过视频，天桥交警锁定了
这辆违法渣土车，发现它还涉及
闯红灯、故意污损号牌，车厢后
不按规定张贴反光标志、放大号
不清、违法变道、违法使用公交
专用道等多项违法行为。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多项违法合并处罚，交警对
该渣土车驾驶员处以记21分、
罚款1000元的处罚。

鉴于这辆渣土车所属运输

单位没有运输渣土的资质，济南
市渣土办、市城管执法局对违法
车辆所属单位以及位于洪楼附
近的施工单位进行了处罚。

“对工地现场进行了停工
处理，针对这个撒漏事件，我们
将依照济南市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规定，给予运输车辆5000元
以下罚款的处罚。”济南市城管
执法支队三大队三中队副中队
长舒德成说。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11月29日清晨，天桥区舜
馨路南头突然出现大量泡沫材质
的废料，不仅导致道路通行不畅，
也给过往的路人、车辆带来一定
安全隐患。

29日早晨5点多，泺口环卫所
的工人在天桥区舜馨路南头发
现，马路上出现了大量的泡沫材
质的废料。

“开始，我看路面上白花花
的，还以为结冰了呢。”最早发
现的环卫工表示。后来，他走近
一看，才发现是泡沫废料，“应
该是做广告板切割后剩下的废
料。”

据附近的环卫工人介绍，前
一天晚上12点左右，他离开这里
时，路上还好好的，估计应该是深
夜12点到凌晨5点之间倾倒的，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路边
垒上了墙，有人就故意倒在路上
了”。

“多亏是周末，清晨路过的行
人、车辆不多。”路面上被倾倒的
泡沫废料，不仅污染了环境、导致
半个街面通行受阻，也令环卫工
人犯了愁。这些泡沫废料经工作
人员现场估算，得两个小货车才
能装上运走，一般的垃圾箱装不
了。

而后，环卫工人将覆盖街面
的泡沫废料暂时清理至路边，等
待进一步处理。

目前，此事有关部门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两车废料堵了半边街

疑是有人恶意倾倒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尉伟） 11月29日下午，小清

河济泺路桥下突然蹿出火苗，
冒出浓烟，消防官兵闻讯赶来
发现是桥下的线缆、橡胶管等
莫名起火。几分钟，消防官兵就
将火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因近
来常有流浪人员在桥下生火取
暖，众人怀疑与此有关。

11月29日下午2点半，小清
河济泺路桥下突然蹿出火苗，
冒出浓烟。热心市民连忙下桥
查看，发现是桥底部的线缆以
及橡胶管等莫名起火。

“火势不小，蔓延挺快，烟
味也很呛人。”现场的张先生
说，桥底部的线缆起火后，还伴
随着噼噼啪啪的响声，燃烧后
的胶皮掉在地上还形成一道十
几米长的火线。接到群众报警
后，消防官兵迅速赶来扑救。由
于不知道线缆是否有电，消防
官兵只好采取点射喷水的办法
灭火。几分钟，消防官兵就将火
扑灭了。

据附近居民介绍，起火的
线缆是当初架桥时就一起铺设
好的，但不知道具体作用。

至于起火原因，因近来桥
下 常 有 流 浪 人 员 在 此 生 火 取
暖，加之现场附近残留有流浪
人员的生火做饭的物品，众人
推测起火可能与此有关。但桥
下一名流浪人员却表示，自己
对此毫不知情，也不知道火是
怎么着起来的。他也是回来后
才发现桥下有火，事发时自己
并不在桥下。

目前，起火原因有关部门
待查。

桥下线缆莫名起火

疑是有人生火所致

酒酒驾驾遇遇交交警警，，““9900后后””疯疯狂狂驾驾车车撞撞前前车车
被查后，练短跑的他撒腿就跑

被查酒驾，驾驶员发飙

撞“飞”前车

10月30日晚，槐荫交警大
队段东中队民警在经六路铁路
桥西头设点查酒驾。根据以往
的查处经验，民警只保留一个
通行车道，对行经的车辆逐辆
检查。

对于常年在一线执勤的民
警来说，这种查处早已经是轻
车熟路，各种各样的酒司机也
是见得多了。可是接下来发生
的一幕还是超出了他们意料。

当晚11点半，一辆黑色道
奇越野车被民警拦了下来，经
过例行检查，驾驶员没有酒驾
嫌疑。正当民警要对道奇放行
时，后方紧邻着道奇的车辆出
现了问题，驾驶员紧闭车窗拒
不接受检查。

民警怀疑后车驾驶员有问
题，在对道奇驾驶员做过说明
后，将2组破胎器铺在道奇车前
方，防止后车逃逸。同时，继续
敲打后车车窗，示意驾驶员接
受检查。

这时，让所有人惊讶的一
幕发生了。后车司机突然猛踩
油门，先是往前冲出半米，“示
意道奇车让道”，接着再加油
门，疯狂撞向了道奇车，将其撞
出去1 . 5米远。

由于撞击，道奇车的两个
前轮轮胎被破胎器扎破，后保
险杠和后车厢门严重损坏。

民警上前拦下了后车，道
奇车的主副驾驶也下了车，眼
前的一幕让他们很是意外，副
驾驶连呼倒霉。原来他才是道
奇车主，因为喝了酒，特意喊了
代驾，没想到的是自己没有酒
驾，却在这里“躺着中了酒司机
的枪”，好端端的车子被撞，车

损高达15000元。

涉嫌醉驾，专业练短跑

的驾驶员撒腿就逃

民警随即对后车驾驶员周
某进行酒精呼气检测，测试结
果是128mg/100ml，达到醉驾
标准，需要接受抽血检测。段东
中队副中队长薛腾飞安排两名
民警看着周某，他去跟道奇车
主交涉车损赔偿问题。

薛腾飞还没走出两米远，
周某突然趁看守的两名民警不
注意，撒腿就往经六路铁路桥
高点跑去。

“速度非常快，跑起来节奏
感很强，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
练。”薛腾飞说，后来调查证实，
驾驶员周某出生于1990年，大
学时学的就是体育专业，从高
中到大学，他有长达7年的短跑
专业训练经历，身体素质极好。

周某的身体素质在逃跑时
发挥了作用，虽然民警在后面
极力追赶，但跟周某之间的距
离还是越拉越远。

“本来我们是不好追上他
的，正巧我们另一名民警刚在
桥上查缉另一辆车，见周某疯
狂逃跑，迎面将他拦了下来。”
薛腾飞说，实际上，周某即便是
当晚“逃跑成功”也不能躲避掉

处罚。因为按照相关规定，周某
逃跑拒不进行血液酒精测试，
其呼气测试值也可以当做追究
其刑事责任的证据。

“车在这里，他能跑到哪儿
去？第二天一样可以追查到
他。”薛腾飞说。

后经血液酒精检测，周某
血液酒精含量高达 1 4 8m g /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开车前喝了半斤白酒，

已被送进看守所

11月 2 7日上午，槐荫交
警为周某办理了强制手续，
随 即 将 其 送 入 济 南 市 看 守
所，接受刑事追责。在送入看
守所之前，记者在段东中队
见到了周某。

周某自述，他毕业于两年
前，目前从事的是软件营销行
业，工作比较顺利，已经在济南
买车买房。事发当晚，他“在附
近参加一个应酬”，喝了大约半
斤白酒，晚11点多突然接到妻
子电话说身体不舒服。

“她怀孕3个多月了，担心
她出事，我就开车往家赶。”周
某说。

目前，周某因为醉驾，已经
被送入看守所，等待他的将是
罚款2000元、驾驶证被吊销且5
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行政处
罚，以及6个月内拘役的刑事处
罚。

巧合的是，第二天也就是
10月31日，当交警喊来的救援
人员将暂扣的周某的轿车开往
停车场时，在经十西路与腊山
河西路路口等候信号灯过程
中，该车也被一辆车追尾，因为
撞击又撞向了前方一辆车造成
三车追尾事故，而周某的车损
也是15000元。

雪雪地地撒撒漏漏55公公里里渣渣土土被被记记2211分分
一度造成交通拥堵，驾驶员同时涉及闯红灯等多项违法

交警等部门清理渣土维持交通秩序。 天桥交警供图

本报记者 张泰来

一名“90后”体育生周某酒后驾驶遭遇交警查处，先
是紧闭车窗拒不接受检查，接着突然“疯了一样”发动车
辆撞向前方车辆，致前车车损一万余元。经酒精呼气检
测，周某涉嫌醉驾，民警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血液酒精检
测，周某却发挥了体育生的强项，突然撒腿逃跑。

医务人员提取周某血液样本检测血液酒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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