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喝醉后，盗窃电动车
3 月 29 日凌晨 1 时

许，一男子推着一辆八成
新的电动车在中州路上
缓慢行走。 接受过梅溪派
出所群防群治安保培训
的某单位保安，看到该男

子推的电动车后轮擦着
地走，情况异常，便上前
询问，发现该男子浑身酒
气，言语支吾不清，当即
报警。 接到报警后，梅溪
派出所民警赶至现场，将

该男子和电动车带回派
出所。

次日上午 9 时许，该
男子在派出所内清醒过
来。 民警询问后得知，该
男子有“酒瘾”， 经常喝

多，喝多之后就“断片”。 3
月 28 日中午， 他在家喝
了不少白酒，下午还出去
给朋友帮忙，后来酒劲上
来了，干了什么，完全不
记得。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朱付新）为有效
遏制扬尘污染， 进一步改
善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
量，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
九勤务大队与市交通运输
执法局联合执法， 在高速
南阳站入市口设卡， 昼夜
坚守，禁止大货车入市，查
处违规渣土车。

4 月 6 日晚， 记者在
迎宾大道与黄河路交叉
口看到，该大队民警正在
该路口设置的卡点执勤。
高速南阳站和 S103 线向
西， 不断有大货车驶来。

在扬尘和尾气黑烟中，执
勤民警忙碌着指挥车辆
掉头绕行。

该大队负责人范登年
告诉记者，按照我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的统一安
排，3 月中旬以来，该大队
与市交通运输执法局联
合设置卡点，对入市方向
的大货车进行管制限行，
对超限超载的渣土车等
进行查处， 截至目前，已
查处超载超限渣土车等
20 多起。

随后， 记者跟随执勤
警车，自高速南阳站向西

巡查，沿途设有大货车限
行绕道的大型提示牌，但
是大批货车仍然不断向
入城方向涌来，给执法卡
点增加了极大的工作量。
为了引导货车在黄河路
口掉头绕行，民警在此处
设置了可以轻松绕道的
活动区域，并有效开展指
挥、疏导。

据范登年介绍， 他们
计算过车流量的检测分
析，每天大中型货车的通
行量为 5600 多辆， 每小
时平峰时段为 300 多辆，
高峰时段也就是凌晨前

后近 400 辆。
正采访时， 黄河路南

侧传来消息， 执勤民警查
获一辆超载的渣土车。 当
记者赶过去时， 执勤民警
正在对该车进行称重，仪
器显示超载 50％，执勤民
警扣留了该车驾驶人的驾
驶证，并予以卸载和处罚。

采访结束时， 汹涌的
车流依然没有削减的迹
象，执勤民警仍在不停地
指挥着，他们在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的同时，也为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默默
地奉献着。 ⑥3

交管部门昼夜坚守入市口

拦住入市大货车 查处违规渣土车

3 月 9 日 5 时 14 分，人
民路与汉冶路交叉口，车牌
号为豫 RT0311 的车辆驾驶
人抽烟。 根据相关法规，驾
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
的，记 2 分，处 50 元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提供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驾车抽烟
记 2 分

小货车突然自燃

高速交警来救援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4 月 5 日凌晨，

兰南高速方城至南阳段，一辆小货车发生自
燃。 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及时救援，该
车辆被成功救助，车辆和货物损失都不大。

当日凌晨 1 时许， 高速交警支队二大
队接到小货车发生自燃的警情， 民警王奇
雁等人立即赶往现场， 并在途中与报警司
机联系，指挥其迅速转移至右侧护栏外。 与
此同时，路政、救援等部门也赶往现场。 当
民警到达现场后， 发现火势已经被消防人
员扑灭。 自燃车辆是一辆装载大蒜的轻型
箱式货车，由于兰南高速车流量比较大，中
间车道通过的大货车很容易剐蹭到该车，
情况十分危险。 于是，民警们打开警报、摆
放反光锥桶，在做好警戒的同时，催促救援
车辆尽快到现场救援。 1 个小时后，该车顺
利下了高速。 ⑥3

酒后驾驶怕被查

疯狂闯卡撞警车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肖书鼎）

日前，桐柏公安交警城区中队在辖区淮源大
道西段设卡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一辆白
色轿车驶向卡点，驾驶人不但不停车接受检
查，反而加大油门冲过第一道关卡。 前方执
勤民警立即使用阻车锥进行拦截，但该车辆
将阻车锥卷入车底后，继续逃窜。 执勤民警
立即通知下一组民警在该车行驶路径设卡
进行拦截，同时驾驶警车尾随该车辆。 该嫌
疑车辆在前方卡点又一次冲撞开拦截的警
车后，继续加速逃离，在行驶至乐神路口时，
因轮胎破裂，被迫停车。

经抽血化验， 该车驾驶人杜某每 100 毫
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89.56 毫克。 经询问了
解到，当晚，杜某酒后心存侥幸，独自驾车回
家，看到交警查车时十分害怕，因为清楚酒
驾被查后处罚的结果，情急之下，他做出了
闯卡逃窜的疯狂举动。 ⑥3

明明在家喝酒，醒来却在派出所里

醉后偷辆电动车 他竟然不知道

驾驶电动汽车出游

老两口误上高速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武钢）4

月 6 日 11 时许， 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在焦
桐高速桐柏段巡逻，发现一辆白色小型车在
中心线上缓慢行驶，其后面的很多车辆纷纷
从其左右两侧超车，险象环生。 民警立即用
警笛喊话，示意其靠边停车。

经查，该车辆为老年电动汽车，驾驶人
为 68 岁的驻马店人周某。 周某带着老伴到
湖北襄樊黄龙镇旅游，因不熟悉道路，一直
跟着其他车辆行驶，误上了高速公路。 民警
告诉周某夫妇，高速公路的车辆最低速度必
须达到每小时 60 公里， 而周某的电动汽车
速度严重低于该标准。 随即，民警将该车引
送至桐柏县金桥乡，并联系周某的女儿将其
接回。 ⑥3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在家喝酒，酒醒后却发现自己“穿越”到派出所了。民警告诉他，这不
是“穿越”了，而是他酒后盗窃电动车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了。该男子懊悔不已，自称酒后易失控，这已是他第 4 次
做出醉酒后盗窃他人东西的“糊涂事”了。 目前，该男子已被梅溪派出所行政拘留。

这种人，还真有不少
民警调取该男子犯

罪前科，发现确如该男子
所言，其前 3 次盗窃前科
记录均系酒后所为，其中
一次盗窃一部手机，盗窃
后不知道关机，别人一打
就响了。 目前，该男子已

被行政拘留。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他们办理过不少醉酒之
后进行盗窃的案件 ，此
类 人 群 在 清 醒 时 很 正
常，一旦喝醉，完全不知
道自己干了什么。

警方提醒 ： 饮酒过
量， 除了对自身健康不
利外， 还会引发“耍酒
疯 ”，导致闹事、打架斗
殴、 大声喧哗扰民和发
生 口 角 纠 纷 等 不 良 后
果， 有的还会干出盗窃

等事。 小酒怡情，可不要
贪杯 。 酒后要注意自己
的言行举止， 避免与他
人发生冲突。 同时，要劝
导 身 边 的 朋 友 适 量 饮
酒，以免醉酒后干出“糊
涂事”。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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