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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警警查查处处一一““任任性性””司司机机
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遮挡号牌+逆行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张春秋)
驾驶员燕某驾驶货车因不熟

悉路况错过出口，竟想到在应
急车道停车遮挡牌照后，在高
速路上调头逆行，这一幕被菏
泽高速交警抓了“现行”，心存
侥幸的他很快受到惩处。

13日上午9时40分，菏泽高
速交警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
发现，在德商高速272km处东幅，
定陶服务区上道口处，一辆挂着
豫N牌照的小货车停靠在应急
车道，驾驶人下车后故意将号牌
遮挡，逆行驶入定陶服务区。

指挥中心民警通过视频发
现后，立刻通知菏泽高速交警

三大队民警前往查处。10时许，
三大队执勤中队长时磊带领队
员在德商高速88km处成功将
该车截停。

在被执勤民警拦截检查
后，驾驶人燕某对其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燕某交代其因不熟
悉路况，凭着侥幸心理遮挡牌
照后，选择了逆行改变路线。

随后，执勤民警将燕某带
至大队接受处理。在大队，民警
对燕某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指出该
行为的危害性。

据了解，交警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95条第2款规定，
对违法车辆进行记12分、处罚

200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90条，《山东高速公路条例》
第42条第11项之规定，在高速
公路上逆行，记12分、罚款200
元，对燕某进行了处罚。

“不论新手老手都不要心存
任何侥幸心理，由于现在科技日
新月异，在高速路上各个角落增
建了各种监控探头，而且是高清
的，通俗点儿就是说你在仪表台
上放个手机交警都能看得一清
二楚，违法违规慎为之。”菏泽高
速交警提醒说，在高速公路上行
车错过出口后，应该“将错就错”
行驶到下一个出口然后返程，千
万不要怕耽误时间而遮挡号牌、
逆行，一错再错。

本报成武3月13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孔令乾)
近日，成武警方经分析研

判，成功将涉嫌盗窃犯罪嫌疑
人丁某抓获，带破案件7起。经
查，丁某驾驶一辆三轮电轿车
独来独往，以家中无人的农户
为盗窃目标，采用“搬家式”手
段将被害人家中可运走的财
物盗走，从中渔利两万余元。

2018年1月15日，成武县公
安局大田集派出所接到田塔
村民田某报警，称其家中电车
的电瓶被盗。同日，辖区张庄
村村民张某也报警称自家电
车电瓶、十二编织袋花生和一
瓶五粮液白酒被盗，被盗财物
总价值超过4000元。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民警
判断两起案件极有可能是同
一人所为。为尽快侦破案件，
民警辗转多个县区，根据犯罪
嫌疑人留下的蛛丝马迹一路
走访和查阅监控，经过10余天
的不懈努力，民警最终掌握了
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
案使用的三轮电轿的藏匿点。2
月8日下午15时许，蹲守民警发
现嫌疑男子驾驶三轮电轿外
出，因在闹市区不方便抓捕，
待其驶出县城后，民警在路边
将驾驶该车的男子丁某抓获，
并将嫌疑车辆扣押。

丁某到案后，对其在大田
集镇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并交代了其在巨野县

营里镇、成武县南鲁集镇、苟
村集镇等地盗窃的犯罪事实。
警方介绍，丁某盗窃的手段令
人咂舌，一旦发现农户家中无
人，他便进入农户家中肆无忌
惮地将方便搬运的财物统统
装上三轮轿车拉走，甚至连洗
衣液、豆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也
不放过。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丁某
自2013年以来已三次因盗窃罪
被判刑入狱。据丁某交代，被
抓当日他正打算在菏泽地区
进行最后一次踩点，盗窃成功
后便离开此地，去其他地区继
续行窃。

目前，丁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成武县公安局提请逮捕。

石石起起稳稳在在教教员员工工做做荷荷香香鱼鱼。。石起稳在教员工做荷香鱼。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专注一件事，认准了就踏
实干下去。”从学徒到掌勺大厨
再到返乡创业当老板，菏泽青
年石起稳执着专注一件事，在
餐饮业摸打滚爬二十年，闯出
属于自己一片天。如今，他经营
的酒店凭着味美价廉，成为当
地群众聚会、宴请的首选之地。
近期，他打算再开4家分店，让
更多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从学徒到掌勺大厨

今年36岁的石起稳是菏泽
开发区岳程办事处辛集三里河
村人，目前他正在经营一家主
打“荷香鱼”的酒店。4日下午，
齐鲁晚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
在店里手把手地教员工做“荷
香鱼”这道美味。

说起从事餐饮业的缘起，
石起稳侃侃而谈。石起稳出生
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为减
轻家庭负担，16岁那年初中毕
业后，他便跟着老家的一个熟

人到浙江杭州打工学艺。在那
里的一家酒店，一待就是三年。

农家的孩子早当家，石起
稳从刷盘子、洗碗、洗菜做起，
手脚勤快。功夫不负有心人，不
到半年石起稳就熟练掌握了整
个厨房的基础工作，并且把料
理流程逐步标准化。

3年后，石起稳回到山东济
南继续从事餐饮行业，而他在
济南一待就是五年。这五年，他
先后掌握了料理鲁菜、湘菜和
川菜的本领，厨艺越来越精湛。

转眼到了结婚的年龄，
2004年冬，石起稳和妻子步入
婚姻殿堂。为了照顾家庭，他决
定不再出外工作，2005年，其在
菏泽一家中高档酒店工作，凭
着精湛的厨艺，成为掌勺大厨。
期间，他对一直喜欢吃的鱼非
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做“荷香
鱼”这道菜，而且赢得了众多食
客欢迎。

到开餐馆下乡包桌

在十多年的餐饮生涯中，
石起稳还逐渐接触到了厨房的
管理、成本核算、原材料采购加
工配送、人员招聘培训等管理
层面的知识。随着厨艺和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升，石起稳打算
创业的念头愈发强烈。

石起稳说，经过深思熟虑
后，他选择在2009年放弃城市
薪资较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
辛集三里河村，从在路边摆摊
调凉菜起步创业。

石起稳调的凉菜，口味好，
价格实惠，逐渐得到当地老百
姓青睐。受此鼓舞，2010年，他
在从村旁穿过的327国道路北
物色了三间的门市，经过简单
装修，开了家“星火荷香鱼”饭
馆。

食材鲜，味道美，价格廉，
服务优。凭着用心诚心经营，石
起稳和他的餐馆名气越来越
大。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在
十里八乡传开了，“走，到稳子
的荷香鱼喝酒去”成为附近群
众的聚会、宴请时的口头禅。

打算再开四家分店

经过数年发展，石起稳的
餐馆生意越来越红火，“人不能
满足于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裹足不前，而要顺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断转型升级。”石起
稳说，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
对餐饮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我意识到酒店的升级迫在
眉睫。”

2015年，石起稳当机立断，
在原有三间门市的基础上，将
饭馆规模扩大到七八百平米，
对内部装修进行升级改造，同
时将餐馆更名为“三里河荷香
鱼”，并申请注册了商标。

升级改造后的饭馆也华丽
转身为酒店。伴随着酒店不断
发展壮大，石起稳也在不断提
升自己的管理水平，他也培养
出了一个个和他一样厨艺精湛
的人才。石起稳目光坚定地说，
他近期的目标是再开4家分店，
其中要在菏泽市区开一家，“咱
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作为青年创业者，石起稳
感言道：“坚定信心，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专注干下去，成功或
早或晚，每个人都能闯出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

青年创业者石起稳

涉涉足足餐餐饮饮二二十十载载 从从学学徒徒到到老老总总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气
温回升较快，13日最高气温
将回升至26℃左右。齐鲁晚
报记者从菏泽市气象台了
解到，冷空气即将抵达菏
泽，之后将有大幅度降温。

近日来，菏泽气温逐渐
增高，不少市民户外享受大
好春光。在天香公园、新天
地公园、牡丹广场等地方随
处可见带孩子游玩的市民，

“这几天天气很好，阳光明
媚，带着孩子在公园游玩，
让孩子亲近自然。”市民李
先生说，玉兰花含苞待放，
吸引不少市民拍照留念。

据气象专家分析，目前
蒙古国北部有冷空气积聚，
且势力迅猛增强，将在15日
爆发南下，菏泽15日到16日
阴天局部有小阵雨，偏北风

风力偏大，气温明显下降。
17日以后一周内，冷空气活
跃明显，菏泽多阴天，气温
继续偏低。

气象专家提醒，春天的
升温和降温一样任性，气温
多出现波动，冷空气抵达
后，菏泽还将有大幅度降
温，市民要及时增减衣物。

据菏泽市气象台 1 3日
15时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内
菏泽具体天气如下：13日夜
间到1 4日白天，晴转多云，
最高温度 2 5℃，最低温度
15℃，南风3-4级。14日夜间
到1 5日白天，多云转阵雨，
最高温度 1 9℃，最低温度
7℃，南风2-3级转北风4-5
级阵风6- 7级。1 5日夜间到
1 6 日 白 天 ，晴 ，最 高 温 度
11℃，最低温度2℃，北风3-
4级转2-3级。

冷冷空空气气将将抵抵菏菏泽泽，，
市市民民注注意意增增减减衣衣物物

菏菏泽泽社社会会科科学学
优优秀秀成成果果奖奖将将申申报报

本报菏泽3月13日讯(记
者 李德领) 菏泽市第三
十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评选工作即将开始，成果
申报时间为4月1日至5月30
日，详细事宜请关注微信公
众 号 菏 泽 社 科 界 ( I D ：
sdhzskl)查看。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
菏泽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为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社
会科学研究最高奖，第三十
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评选工作将于近期开始。参
评成果为2017年1月至12月

期间正式发表或出版的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2015年、
2016年因故未申请参加评奖
的成果也可参评。在市级以
上有关部门结项或者通过
鉴定的社科类课题，也可申
报。每位作者只能申报一项
成果。

成果申报时间为4月1
日至5月30日，详细事宜请
关注微信公众号菏泽社科
界(ID：sdhzskl)查看。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市社科联。联
系电话：5310569 5310483

农农户户遭遭搬搬家家式式盗盗窃窃，，

花花生生、、白白酒酒也也不不放放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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