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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 55万万元元买买新新越越野野车车遭遭欺欺诈诈
到手后问题不断，鉴定发现曾返修，法院判三倍赔偿

本报威海 1 2月 5日讯
( 记者 陶相银 ) 2 0 1 4
年，梁某因醉驾被吊销驾
驶证，日前他再度酒后驾
车被交警查获。2 9日，梁
某因无证驾驶、酒后驾驶
被 行 政 拘 留 1 5 天 、罚 款
2000元。

11月27日16时30分，
交警二大队指挥中心缉查
布控系统向路面执勤民警
发警报：一辆白色轿车沿

环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存
在异常。

民警设卡将车拦停。
检查中，民警闻到司机梁
某身上有酒味，他狡辩了
半天后接受呼气检测。检
测结果证实，梁某体内的
酒精含量为78mg/100ml，
构成酒后驾驶。

梁某也无法出具驾
驶证，他当场交代 ，自
己的驾驶证早在 2 0 1 4年

就被吊销。原来，在2 0 1 4
年10月，梁某因醉酒驾驶
机动车被追究刑事责任，
还被处以吊销驾驶证且5
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
证。

11月29日上午，梁某因
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15日、
罚款1000元，因酒后驾驶被
罚款1000元。

缉查布控系统是如何
发现梁某的交通违法行为

的？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
中队指导员刘凯介绍，缉
查布控系统是威海市智能
交通管理服务系统的子系
统之一，路面上行驶的车
若存在伪造号牌、套牌、
变更车体颜色、脱审、闯
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
或车主存在驾驶证被暂
扣 、吊 销 等 无 证 驾 驶 行
为，都会被锁定并向路面
执勤民警发出警报。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解品彩)
文登居民刘某花12 . 5万元

从威海一家专卖店买来一辆
越野车，很快发现有方向跑偏、
发动机底壳有损伤、发动机分
动箱及前后桥漏油等问题，刘
某多次与专卖店协商未果，不
得不向环翠法院提起诉讼。近
日，环翠法院判决这连同汽车
生产商赔偿刘某37 . 5万元，退
回涉案车。

2017年9月27日，刘某与威
海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一份

《汽车买卖合同》，约定购买一
辆绿色猎豹小型普通客车，单
价为12 . 5万元，首付30%即3 . 8
万元，余款8 . 7万元办了汽车消
费贷款。合同签订后，10月12
日，刘某办了车辆登记，10月17
日提车，刘某为此缴纳了车辆
购置税10683 . 7 6元、保险费
6550 . 88元。

取车后，刘某很快发现这
车问题不断，于2017年10月12
日、10月22日，2018年1月1日、2
月2日、3月29日，连续到威海这
家汽车销售公司进行维修保

养。
刘某不胜其烦，于2018年5

月11日诉至环翠法院，认为威
海某汽车销售公司、安徽某制
造商隐瞒真实情况，出售返修
车、问题车，构成欺诈。请求判
令退车、威海某汽车销售公司
连同制造商三倍赔偿购车款
37 .5万元、车辆购置税10683 .76
元、保险费6550 .88元、银行贷款
利息1224元。

对于刘某的指控，威海某
汽车销售公司全部否认，安徽
那家汽车制造商则辩称自己

未参与这起具体的汽车买卖，
自己也没有隐瞒真实情况，不
应承担任何责任。

案件审理阶段，刘某申请
鉴定车A柱是否整修、发动机
油底壳伤痕与底盘装甲喷涂
的先后顺序。环翠法院委托评
估公司进行鉴定，鉴定意见
为：那辆越野车的A柱曾进行
整修但是无法确定发动机油
底壳伤痕与底盘装甲喷涂的
先后顺序。刘某为此支出鉴定
费1 . 5万元。

环翠法院审理人为，涉

案越野车存在A柱重整情况，
但是无人告诉刘某，构成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A柱重整
构成安全隐患，客观上把刘
某置于潜在危险中，实质性
影响了刘某的权益。综上，作
为生产商和经销商的二被告
构成欺诈，于近日一审判决
威海某汽车销售公司、安徽
某汽车制造商赔偿刘某37 . 5
万元，刘某退车；案件受理费
3601元、鉴定费15000元，由
刘某负担5 1 6 9元、二被告负
担13432元。

4年前醉驾被销证、处刑罚
这次酒后无证驾车被拘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者 高洪

超 通讯员 刘彦妮) 记者从荣成
市财政局了解到，当地岗西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中的道路、水电暖配套等
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中央基建投资590
万元。

岗西片区棚户区改造属于2018年
荣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第二批。岗西
棚户片区改造总投资7880万元，规划
建设保障安居房394套，已于2017年开
工，计划2019年竣工入住。

本报威海12月5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
晓根 ) 近年来，南海新区
把教育作为惠及民众、温暖
民心的民生工程，不断加大
对教育的投入，让教育成果
惠及更多百姓。明年，南海
新区将再建三所学校，通过
教育 水平的持续提升，不
断发展新动能。

南海新区加大对教育
的投入，一个个民生工程
相继展开：南海实验学校

体育场改造扩建，增加

了体育器材存放库，设有
1800多个看台座位，提
升体育场档次满足学生运
动需求；新建的波罗岛幼
儿园、埠子场幼儿园全部
建成，波罗岛幼儿园投入
使用并被评委市级示范幼
儿园，埠子场幼儿园明年
投入使用；南海实验小学
荣获教育部“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南海
爱 心 基 金 会 加 大 教 育 资
助，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
每人每年捐赠一本传统文

化典籍，各项资助教育费
用达1500多万元……这是
南海新区统筹推进推进基
础教育发展迈出的坚定步
伐，更是切实改善民生增
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的有力举措。

“这几年，随着南海新
区城市化的推进，在教育
上的投入不断加大，越来
越多的学生来到南海，学
在南海。为了适应不断增
加的教育需求，我们近期
对明年基础教育建设进行

规划，计划再新建幼儿园、
小学、中学各一所，进一步
推 进 着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南海新区社会事务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据介
绍，明年南海新区将投入4
亿元，新建一所中学和一
所小学，共可容纳中小学
生3300多人。同时，为方便
社区内儿童入园，还将新
建一所社区配套幼儿园。
新建的三所学校预计明年
上半年开工建设，2020年9
月实现招生。

荣成岗西片区棚户区改造

获中央基建投资59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丁璟琨) 近日，
环翠区审计局联合大桥、大众、杏花村
等社区居委会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活
动。环翠区审计局志愿服务队走进社
区，向居民发放反家庭暴力法相关宣
传材料，并现场为居民讲解有关知识。

据了解，今年是我国反家庭暴力
法颁布实施的第三年，每年的11月25
日又是联合国“反家庭暴力日”，环翠
区审计局志愿服务队在这期间走进群
众宣传相关法律知识，旨在扩大反家
庭暴力法的普及范围，促进家庭和谐、
邻里友爱。

环翠审计开展反家暴法宣传

南海新区明年将再建三所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李云)
11月29日晚，家住乳山诸

往镇的李先生驾车回家途
中，发现路边一男子举止怪
异：不停地用头撞路边树，
撞上后，后退几步继续撞，
大有飞蛾扑火之势，直至被

撞倒在地，没再起来。担心
男子出事，李先生守在路边
并报警。

诸往派出所民警赶到
时，李先生介绍，他刚好驾
车路过事发地，看见一男
子撞上路边树，感到事有

蹊跷，便下车查看。一走
近，刺鼻的酒味迎面扑来，
不远处还有呕吐物。李先
生这才知道男子是喝多
了，此处距离 3 0 9国道不
远，来往车辆多，男子躺在
路上十分危险。

民警查看发现，男子
额头已经被撞破出血。问
他话，他迷迷糊糊，口齿
不清，民警翻查男子的手
机，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直到其家人赶来将他接
回家。

男子酒后猛怼路边树 撞晕倒后被路人发现

为激发全校学生学英语、用英语
的兴趣，12月5日经区实验小学举办
校园英语演讲大赛，活动取得了圆满
成功。王婧怡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改善我们的生活和
居住环境，日前，乳山畅园学校“五月
花”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了“美蓝天
美社区”生态保护志愿活动。柳雪翠

为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在学
习中健康成长，11月19日晚，钦村小
学邀请专家为钦村小学五年级的家
长开了一堂《养成良好习惯的八大黄
金法则》教育专题讲座，吸引了190多
名家长参加。毕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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