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电视台迎春公益大型拍卖会
2016烟台公益拍卖会公告

“弘扬艺术文化，传播
公益精神”，公司定于 2 0 1 6
年1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烟
台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公
益拍卖会》迎春大拍，本次
公益拍卖会精品荟萃，专家
现场品鉴。敬请艺术品收藏
家及各界人士光临参加。
预展时间：2 0 1 6年 1月 1 6 - 2 2
日 (上午9 :00—下午5 :00)
预展地点：胶东文化广场城
市美术馆
拍卖时间：2 0 1 6 年 1 月 2 4 日
(上午8：30)
拍卖地点：烟台电视台演播
大厅
竞买登记办理：请于拍卖会
当 天 携 带 有 效 身 份 证 件 到
拍卖会现场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
0535-6289999，6228066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
罘区通世路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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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两两次次醉醉驾驾，，每每次次都都玩玩““躲躲猫猫猫猫””
警方对该驾驶员两次网上追逃，将其抓获

77岁岁男男童童手手指指被被铁铁桌桌卡卡住住
消防官兵耗费3小时救助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费洪强 孙成
飞 ) 1月9日下午，一个7岁男
童在南大街文化宫广场玩耍
时，将两个手指插入铁桌子的
两个孔眼，没想到被死死卡住
拿不出来了。消防官兵历时3个
小时，成功并安全保住儿童被
卡手指。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经过
仔细询问了解到，被困人员是
一名7岁男孩，由于贪玩将右手
食指插进铁桌靠近中心部位的

孔眼内，谁知竟然取不出来了，
无奈之下只得报警求助。

经过初步侦查：铁桌子直
径约1 . 4米，厚度1 . 5厘米，男孩
两个食指关节已经穿过洞孔，
被卡两个指节严重肿胀，经轻
握压，伴有剧烈痛感。

救援人员借来电钻、小型
切割机、钢锯等电动工具，采取

“细扣大拆”的救援方法实施救
援，通俗的讲就是用大电锯将
铁桌大面积切割至手指被困
处，然后再用其他小型工具仔

细打磨手指周边，最终达到救
援目的。

16时55分，首先在用湿毛
巾保护好男童被卡手的情况
下，利用电钻对被卡手指周
围进行冷却钻孔，为后期的
预留大开口切割提供标线；
17时35分，利用无齿锯在保证
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对圆桌
进行 9 0度开面切割，靠近被
卡手指；18时05分，利用小型
切割锯切割，成功靠近钻孔
部位；18时25分救援官兵利用

锯弓小心靠近手指，并成功
打开切面，由于切面比较锋
利，为不伤害的手指，经过按
压循环后，18时45分，从出警
到救援结束，前后经过了近3

个小时的时间，终将被困儿
童成功救出。

消防部门在此也提醒广大
家长，孩子在玩耍时，家长一定
要做好看护工作，一旦发生孩
子手指被卡等意外，家长首先
要保持冷静，在解决不了的情
况下，可拨打119求助。

来来办办户户籍籍的的男男子子竟竟是是瘾瘾君君子子
民警顺线追踪，破获一吸毒贩毒团伙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芝公宣 ) 通过
办户籍业务男子的神态表情，
一个“瘾君子”被查获，随之而
来的吸贩毒团伙浮出水面。这
样的情节，不是在文学作品和
影视剧中才可以看到，1月8日，
在烟台真实地发生了。

1月8日上午，一名男子来
到世回尧派出所办理户籍业
务，在交流过程中，户籍民警发
现，该男子神情亢奋，说话前言
不搭后语，不时地东张西望，多
年公安工作的经验，让民警觉
得十分可疑。趁着为男子办理

业务的当口，民警赶紧联系了
副所长赵绍刚。赵所长一看，该
男子神情表现疑似吸毒人员，
便对其进行尿检，经检测呈阳
性，确认是吸毒。

起初，该男子对自己吸毒
的事实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并
狡辩称检测结果是吃药引起
的。男子苍白的狡辩根本敌不
过经验丰富的办案民警，经过
进一步审查，1月8日下午，男子
承认了吸毒的事实，并交代了
自己是从一个姓刘的男子那里
购得的冰毒。根据男子的交代，
民警趁热打铁，以要购买毒品

为名，让男子与刘某联系，约定
交易时间，于当天下午，在幸福
某地将赶来交易的刘某抓获，
缴获冰毒1克。

刘某到案后，民警分析，这
起吸贩毒案件背后应该还有

“上线”，经过对刘某的审查，一
个叫吴某的人浮出水面。刘某
交代，他的毒品都是从吴某处
购得的，他知道吴某的住处和
电话，可以联系上吴某。1月9日
下午4点多，民警根据线索，迅
速赶到一家宾馆，将吴某和另
外一名女子抓获，当场缴获冰
毒10克。

经过对吴某的审查，民警
了解到，还有一名叫张某的“上
线”，就在西南河某公寓。世回
尧派出所联合巡警大队，在1月
9日晚，将张某和其他6名吸毒
人员抓获，当场缴获冰毒110

克，麻古49粒。
记者从芝罘警方了解到，

张某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被公
安部门于2 0 1 5年1 2月上网追
逃。目前，张某被执行逮捕，刘
某、吴某因涉嫌贩卖毒品被依
法刑事拘留，其他吸毒人员被
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之中。

为找工作办假证

男子被骗200元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于飞)

家住芝罘区的刘先生，今年快50

岁了，前段时间家人给他找了一份
不错的工作，可是这份工作需要高
中学历，刘先生初中毕业后就进入
社会参加工作，这可愁坏了他，后
来刘先生想出办张假的高中毕业
证，可没想到又被办假证的骗了
200元。

4名小学生捡苹果6P

交给警察叔叔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于作阳) 12日，通伸

小学四名五年级小学生在放学回
家途中，捡到一部苹果6plus手机，
价值超过五千元，但是他们没动
心，把手机交到警察叔叔手中。

民警当场表扬了他们。十多
分钟后，一女子打电话过来，称手
机是她的，不小心丢了。民警接过
电话，告诉手机已经在西大街派
出所，并让其带上发票、身份证过
来领取。随后，失主米某来到派出
所领回了手机。米某称，手机是去
年花5000多元买的，非常感谢通
伸小学的小学生及西大街派出所
的民警。

驾驶证过期未换

面包车司机被查

本报1月13日讯(通讯员 全
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12日早
高峰，交警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海
港路与南大街交叉路口查获一面
包车，该车驾驶员因驾照过期未
更换已经被吊销。

当面包车被拦下时，驾驶员
林某表现得颇为惊讶，赶忙拿出
了行驶证：“我驾驶证忘在家里
了，这是行驶证。”由于林某未带
驾驶证民警依法将车辆及林某带
到大队进行落实。

经落实，林某的驾驶证已处
于注销状态，系无证驾驶。林某一
直称其有驾驶证，不可能被注销，
证还在家中，当民警问其是否到
期未换证且逾期三年以上，林某
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林某连续多
年在外地工作，把驾驶证需要换
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林某属无证驾驶，其违法行
为将面临10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

日以下的处罚。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建

日前，烟台市区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孙某
涉嫌酒驾并受伤，交警将其送
到医院验血并治疗后，孙某却
逃跑了，经过网上追逃，孙某
于1月1 1日被抓获并刑事拘
留。据了解，孙某之前因为醉
驾被警方查处过，警方也是通
过网上追逃将其抓获。

摩托车与轿车相撞

司机有酒驾嫌疑

去年8月27日20时46分，市交警
三大队接到市民报警，在世回尧路
红旗中路立交桥下，一辆吉普车与
一辆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摩托车
驾驶员受伤。

事故民警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到达现场后，事故民警发现事故确
实是由南向北行驶的一辆摩托车与
由北向东左转弯的小型越野客车之
间发生的。

事故民警介绍说，他们首先对
小型越野车的驾驶员陈先生进行了
询问，据陈先生讲述，其本人驾车先
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待转区里等待
信号放行，该路口的南北方向左转
弯信号灯为绿灯后，他正常驾驶车
辆起步向东左转弯，这时，一辆由南
向北行驶的摩托车闯红灯驶入路
口，与其驾驶的车辆碰撞。

“我们之后对摩托车的驾驶员
进行口头询问，该驾驶员始终一言
不发。”事故民警介绍说，他看到该
驾驶员始终坐在路边，不能行走可
能受伤，且有酒驾嫌疑，民警随后
电话联系 1 2 0急救车赶到事故现
场，民警随急救车一起到烟台山医
院南院并对摩托车的驾驶员提取
了血样，在这期间该驾驶员仍然一
句话未讲。

事故民警归队后，立
即通过“公安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查询摩托车的车
主及驾驶员的相关信息，
民警发现该驾驶员就是这
辆肇事摩托车的车主孙
某，其在2014年4月23日因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
大队民警查获。事故民警
立即重新返回烟台山医院
(南院)，却发现孙某已从医

院逃跑。
经查，2014年4月23日

孙某被民警查获后，现场
呼气检测结果为1 8 4mg/
100ml，其血样检验鉴定结
论为163 . 5 mg/100ml，民警
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的行为对其行政
拘留十五日，再依据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
驶对其刑事拘留七日后办

理取保候审。
因 涉 嫌 醉 酒 驾 驶 ，

2014年9月26日，芝罘区人
民法院判处孙某拘役三个
月，不过孙某多次传唤拒
不到案。

交警三大队在2015年1月
27日对孙某办理网上追逃，
2015年3月12日孙某被抓获后
由民警送往烟台市芝罘区看
守所执行拘役三个月。

再次网上追逃，孙某在海阳被抓获

在8月27日事故案件
的办理过程中，孙某的血
样 检 验 鉴 定 结 论 为 1 2 7
m g / 1 0 0 m l，确定为醉酒
驾驶，但多次联系孙某的
家属，均无法找到孙某，
而且他把手机号码也更
换了。

据介绍，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孙

某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
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且未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是发生该次事故的全
部原因，负该事故的全部
责任。

由于孙某已有一次网
上追逃的经验，事故民警
在随后查找孙某的过程

中，费尽周折，无奈于2015

年10月9日再次对孙某办理
了网上追逃。

2016年1月11日，海阳
小纪派出所得到了孙某可
能回家的线索后，对孙某
进行了抓获。

目前，孙某已被交警
三大队带回并依法办理了
刑事拘留。

驾驶员医院逃跑，有醉驾“前科”

事故现场照片。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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