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期， 花溪燕楼产业

园有两条路新开通，引来不少驾校

教练带着学员来练车，但这两条新

路并非车管部门指定的 “学车路

线” ，教练的这一行为已属于交通

违法。 对此，3月 16日至 19日，花

溪交警对这一现象进行整治，20

余名交通违法教练受到了批评。

花溪燕楼产业园龙燕线、谷槐

路是园区内两条重要的交通干道，

近期道路修建完成开通后，因为车

少路况好，引来大量驾校教练带着

学员到此练车。

“因为存在安全隐患，附近园

区的行人、社会车辆车主对这一现

象意义很大。 ” 花溪公安交管分局

民警说， 贵阳市范围内有 19 条车

管部门指定的练车线路， 除此之

外，在任何一个路段练车都属于交

通违法行为， 而新开通的龙燕线、

谷槐路并非指定练车线路。 对此，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花溪交警在

现场走访查证后，决定进行一次专

项整治行动。

3 月 16 日至 19 日，经过部署

安排， 花溪交警对进入龙燕线、谷

槐路的教练车进行治理，以批评教

育为主，对教练及学员普及交通安

全知识。 据统计，三天时间，20 余

名教练受到批评教育，两名教练因

不听劝告，受到记 3 分、罚款 50 元

的处罚。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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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4 年， 贵阳市公安交管局

指定全市范围内 19 条路段作为练

车线路，允许每日 8:00 至 23:00 点

作为练车时间。

花溪区小河片区：1、 乌江路；

2、陈孟路，起点：贵州六筑交通试

验检测有限公司—巨农肉业———

终点：南桐路口；3、南桐路，起点：

杨中村旁天然植物提取厂———终

点：桐木岭(X102)25 公里处，单边

长 3 公里；4、 起点： 花溪机械

厂———终点：燕楼乡前 500米；

花溪区：1、(X114)起点：达夯

村出口 200 米—马岭———终点：党

武路口；2、(X100)起点：涟江化工

厂———终点： 黔陶乡临水路；3、

(X014)起点：黔陶乡三岔路口———

终点：花溪区现代蔬菜生态园;

� 乌当区：1、(X129)起点：高穴村

出口 200 米， 三江村黄花哨—终

点：水田镇；2、起点：渔洞峡———偏

坡———终点：下坝变电站；

观山湖区：1、起点：白金大道与

三十六大道交叉口———终点：三岔

路口调头；2、起点：云潭大桥———

终点：断头路；

白云区：1、(X158)起点：白云区

现代农业科技园———终点： 牛场

乡；2、(X142)起点：牛场乡出口 200

米处———红锦村———黄官村———

落刀村———达古村———新场乡进

口 100米处；

息烽县：(G210)起点：黎安村

综合楼———终点:息烽高速交警一

大队；

修文县：(S305) 起点： 阳明牌

坊———终点：久长收费站；

扎佐：1、(X079)起点：天行健驾

校门口———终点：县道 079 与国道

210 交叉口；2、 起点： 龙润酒

店———佑莹———药区大道———终

点：黔中药谷牌坊；

开阳县：起点：兖矿大道———终

点：兖矿大门；

清镇市：(S102)起点：清镇驾校摩

托车考场门口———终点：平坝界调

头。

本报记者

贵阳市 19条

指定练车线路

花溪燕楼产业园新路开通，引来不少教练车

本报讯 3 月 20 日，南明公安

分局花果园派出所通报：经过数日

侦查，3 月 16 日发生在花果园 X

区的电梯猥亵案告破，嫌疑人系一

名 23岁男子， 据其称这样做是为

了“追求刺激” 。目前，警方已查实

三桩猥亵行为。

据花果园派出所刑侦中队民

警倪浩介绍，3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许，家住花果园的市民朱先生报警

称，他家 8岁多的女儿于头天晚上

（16日）9 时许， 在电梯内遭到一

位陌生男子的猥亵。

被侵害对象是未成年女童，从

物管、居民反映的情况来看，被侵

害的女童还不止一名，“电梯咸猪

手”案情引起了不少议论。

接到报案后，花果园派出所立

即抽调警力开展侦查。 18 日至 19

日，警方多次赶到物管处调取监控

资料，发动治安积极分子在微信群

里提供可靠线索，并展开分析。

涉嫌猥亵的男子体貌特征较

为明显，梳偏分头，头发较长。出入

电梯时有时会提着塑料袋，里面装

有蔬菜等；脚上穿的是拖鞋……根

据种种迹象判断，该名涉嫌猥亵的

男子应该就住在事发地花果园内，

其居住地应该就位于 X区。

进一步侦查发现，该男子曾在

W 区某栋使用门禁卡， 并乘电梯

上至 40层， 出电梯前还做出一个

摸钥匙的动作。而该楼层出电梯向

左只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长期不

在家，而另一户已经出租，长期有

人进出，侦查范围进一步缩小。

19 日晚， 四名民警来到该出

租房， 以物管的名义将门敲开，顺

利将涉嫌猥亵嫌疑人罗某抓获。

经查， 现年 23 岁的罗某系广

西人，在贵阳务工。目前，警方已查

实罗某涉嫌猥亵的行为三桩，并依

法对其行政拘留。警方目前还在进

一步搜集证据，最终是否构成刑事

案件仍待进一步调查。

（本报记者 黄启旺）

楼道监控拍下猥琐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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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车不分场所 众教练挨批评

连续多次在贵阳市花果园一小区电梯猥亵女孩

电梯“咸猪手” 逮到了

本报讯 3 月 20 日，记者从省禁毒

办获悉，盘县警方经过近三个月缜密侦

查，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贩毒案，缴毒

15 公斤，收缴毒资 20 万元，抓获犯罪

嫌疑人 7名。

据介绍，2016 年底，盘县公安局民

警在工作中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重庆

垫江籍男子胡某等人将从云南购买大

宗毒品， 将途经盘县贩运到重庆等地

分销。

获得该线索后，盘县公安局立即成

立了专案组，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开

展前期摸排。 经过近三个月缜密侦查

和 5千公里的往返蹲点摸排，盘县警方

彻底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人员情况、运毒

路线、分销网络等。

3 月 4 日晚 20 时，警方获得信息，

嫌疑人运载毒品的车辆将经过盘县平

关境内。 3月 5日凌晨 30分，经过 4个

多小时的蹲守设伏，专案民警在 320国

道平关段成功将主要犯罪嫌疑人胡某

某、沈某、余某某抓获，并当场从犯罪嫌

疑人驾驶的小桥车内缴获毒品海洛因

15公斤。

经过突审，专案组民警乘胜追击，

随后将有重大贩毒嫌疑的贵州籍余某

某、裴某某、冯某、龚某某 4 人抓捕归

案，缴获涉案毒资 20 万元，案件成功

告破。

目前，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张鹏）

民警跨省追踪

缴获毒品15公斤

盘县破获特大贩毒案

被成功抓获

两名教练因不听劝告，受到记 3分、罚款 50元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