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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一“黑车”司机为躲避检查，慌乱中驾驶敞开后备厢的车辆逃窜

准载 7 人的车里挤了 11 名乘客

司机喊来亲友逼停执法车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梁振
文）近日，儋州市北部湾大道木棠镇十字路
口处，一辆准载 7 人的江淮牌的小型面包
车非法搭乘 11 名旅客，正当在目的地卸下
乘客行李时，被蹲守的执法人员逮个正
着。此时，警惕的“黑车”司机曾某一眼
便认出了执法队员，为逃避检查，司机不
顾面包车后备厢敞开便匆匆上车，一脚油
门驾车逃跑。
“他要跑，赶紧跟上，堵住。”通过执
法视频，记者看到执法人员匆匆上前，试
图制止曾某逃跑，但为时已晚。看到司机
逃跑，执法人员赶紧上了执法车，紧紧跟
随在面包车后。“由于司机没来得及关后

有人强行拿走公章
公司被迫停工整顿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6 日 讯（记
者 林文泉 ）15 日上午，海南三叶
美好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
叶美好公司） 会计室突然来了一
伙人，自称是股东海南三叶投资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叶投资公
司） 员工，将三叶美好公司的行
政、合同、财务三枚公章拿走，
导致公司无法继续正常经营，被
迫停工整顿。目前，公安部门介
入调查。
“公司公章是开展日常活动的
重要依据，得知此事后，马上进
行报警处理。”三叶美好公司许经
理说，公司给员工发工资、开展
各种交易行为、改造招标等都需
要用到公章，没有了公章，公司
不可能再开展日常活动，所以无
奈之下选择报警处理。
现场，辖区金盘派出所民警
了解情况后表示，此事涉及公司
股东内部问题，但公安部门接到
报警内容是有人强行拿走公司公
章，正在对此事进一步调查。

两男酒后纠缠女子
民警发现及时制止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陈康 通讯员乔玉婷）7 月 13 日上午
11 时许，琼海的孙先生向琼海市
公安局城北派出所送来一面“人
民公仆，忠诚卫士”锦旗，以此
表达了城北派出所民警感谢，这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的一位女性朋友遭
遇惊险一幕被民警及时解围。据
孙先生介绍，近日，他的那位女
性朋友在凌晨经过琼海银海路某
沉酒吧门口时，被两名酗酒男子
纠缠，那女子便大声喊叫，神情
紧张。正在附近巡逻的城北派出
所民警闻讯后，立即上前盘查询
问。经查，两男子因喝酒过多，
借着酒劲纠缠女子。

备厢，里面的行李和货物随时可能会掉
落，这给其后面的车辆带来不小安全隐
患。”一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确保
群众安全，尾随的执法车辆只能与逃跑车
辆保持安全距离。
“他要拐弯进村道了，赶紧找机会拦
住。”执法人员通过对讲机进行着沟通。执
法人员告诉记者，为了不被抓到，曾某和
执法人员打起了“游击”
，企图利用村道分
叉、转弯多的特点来甩掉尾随执法车辆，
但始终未能成功。
“眼看甩不掉我们，他又通过电话让其
亲友们前来逼停车辆。”执法人员告诉，追
赶中，一名陌生男子突然站在执法车辆前

进行阻挠，为曾某争取逃跑时间，但随即
被执法人员劝离。
“最终，曾某逃进一条正
在施工的村道，没有路了，他这才停了下
来。
”
询问中，曾某交代，车上的 11 名乘客
都是他从三亚搭载的旅客，目的地就在儋
州木棠镇十字路口，每人收取了 60 元的费
用，不曾想，车辆刚到目的地就被执法人
员抓了个现行。曾某也将因为非法营运将
面临着不低于 3 万元的罚款。
据了解，自儋州开展整治“黑车”百
日专项行动以来，从 6 月 1 日起，该市交
通局联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利用早中晚时
间对隐蔽“黑车”进行取证打击，进一步

车主打开车窗透气，结果睡着了

这一觉引来俩贼
手机钱包 1 万元都没了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梁振文）
“想想就觉得可怕，我只是把车窗摇下来透透
气，自己还在车上休息，没想到这样都能引来
贼。”7 月 16 日，董先生回忆起 10 日凌晨在儋
州那大镇文化北路泰安苑门前的经历仍心有余
悸。
据董先生回忆，当天晚上由于过于劳累，
他便临时将车停在泰安苑门前，将车窗摇下休
息，却不曾想自己熟睡之时早已被窃贼盯上。
通过周边商铺的监控视频记者看到，当天
凌晨 4 时许，两名陌生人正在董先生车辆旁边
来回走动，不时观望董先生状况。或许是发现
董先生还没有熟睡，于是他们便找来个石墩坐
了下来等待最佳时机。
“当时他们翻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我的手，把我惊醒了，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遭

遇了小偷，还以为他们是问路的。”董先生告
诉记者，熟睡中的他被惊醒后，看到小偷正在
副驾驶座上翻找些什么物品，迷迷糊糊中他，
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危险，还以为对方只是想要
问路的路人。
待对方走后不久，清醒后的董先生这才发
现副驾驶座上的手机不见了踪影。“除了手
机，钱包也被偷走。随后，他们又通过微信转
走了我银行卡里一万多元钱。
”董先生说。
随后，董先生便向事发地点管辖的儋州
市那大镇东风派出所报了案，该派出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该所已受理此案，正在进
一步的调查当中。同时他还提醒大家，车主
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把贵重财物在车里，
即便有人在车里，也要提高警惕，避免给盗
窃分子可乘之机。

男子酒驾撞树被困
三亚消防员雨中破拆救援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王天宇）7
月 13 日 4 时 04 分，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七号公
厕旁发生车祸，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
消防官兵快速赶到现场，经询问了解现
场民警得知现场情况是，天空下着小雨，一
辆小轿车撞到路边的树上，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员因巨大的撞击力被挤压到后座无法自
由活动，身上受伤情况不明，但本人意识比
较清醒，一直向救援人员呼喊着救助，车内
有很浓的酒味。了解情况后，官兵立即使用
液压扩张器对车后门周围的变形金属阻拦物
进行破拆，很快被困人员便被成功救出，并
交由 120 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中队将
现场移交与交警，随即向指挥中心汇报返回。
事故原因经现场民警初步判定，此次事
故由驾驶员饮酒驾驶车辆造成。目前，事故
具体原因警方正在调查。

消防官兵雨中破拆救援。
（图片由三亚消防提供）

巩固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截止到目前，共
查扣非法营运“黑车”38 辆；查处违规经
营出租车 18 辆；其中异地经营出租车 3
辆；无证经营出租车 1 辆；不按规定使用
计价器 （不打表） 经营 6 辆；半途甩客 4
辆；议价经营 4 辆，共 56 辆。
儋州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超过 3 个月未能及时
接受处理的查扣车辆，该局将依法移交给
儋州市人民法院。经过一系列的依法程序
后，将会对查扣车辆进行依法拍卖，拍卖
所得金额首先缴纳罚款，剩余的金额将退
还车主，若拍卖金额不抵罚款，法院还将
追究车主名下财产进行填补。

丈夫花光积蓄
妻子一气投河

幸好巡河队员及时救起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6 日 讯（记
者 梁振文）7 月 9 日，家住儋州那
大镇美食街的李女士 （化名） 因丈
夫花光了她积攒多年的 15 万元积
蓄，随后质问丈夫又起了纠纷，一
时想不通的她选择投河自尽，幸得
巡河队员救起。
“真是一时糊涂才选择了投河
自尽，幸得巡河队员及时救援，否
则后果难以预料。”谈起自己做的
糊涂事李女士懊悔不已。
7 月 9 日 11 点 20 分，在儋州
那大镇第四中学一处偏僻的松涛水
利渠边，刚与丈夫争吵完的李女士
伤心地坐在一处小桥上一言不发，
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巡河队员陆江
南的注意。
“当时，我看到她坐在桥上，
便上去询问，从她说话的语气中可
以听出她情绪低落，但她说自己没
什么事情。”巡河队员陆江南告诉
记者，随后，李女士起身便往河的
下游走去。“虽然她说她还好，但
是看她心情如此低落，而且还往偏
僻的地方走去，这让我放心不
下。”陆江南说，只见李女士越走
越偏，他便骑着摩托车跟随在其身
后，就在一个急转弯处，李女士突
然不见了踪影。
“往水渠看去，只见她早已跳
了下去。”陆江南说，他发现李女
士落水后便迅速将跳下水中施
救。然而，救人并非易事，湍急
冰冷的河水给救援增加了不少难
度。由于水流太急了，这给救人
增添了不少难度，并且当时岸上没
有人协助，陆江南好不容易才将虚
脱的李女士拖上岸。在简单的急救
之后，李女士渐渐苏醒了过来。在
陆成江的劝解下，李女士这才给了
自己的舅母和儿子打去电话，看着
急匆匆赶来的家人，李女士便抱头
痛哭了起来。
事后李女士说，钱财没了可以
再挣，但生命只有一次，自己当时
一时糊涂，幸得巡河队员及时施
救，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