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 13日，一辆运载 9

吨炸药的货车在江都高速突发故

障，当地路政执法大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紧急处置。

由于该路段车流量较大，再

加上故障车辆内装载的炸药需要

避光、避高温、防撞击。 若长时间

停靠在路边， 恐引发追尾事故或

发生其他意外。 于是，路政人员与

高速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管

控，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高速救

援人员发现危化品车是电瓶装置

出现故障，果断决定换掉电瓶，将

车开离高速路。

19 点 10 分，危化品车辆从最

近的收费站驶下高速， 安全隐患

排除。

（铜高 本报记者 简冰冰）

载着 9吨炸药

大货车抛锚

事发江都高速；已及时转运

本报讯 7 月 15 日 13 日许，一

辆大货车在六盘水德坞镇挂到一根

电杆，活生生将电杆扯断，倒下的电

杆砸中一辆轿车。

事发不久记者赶到现场看到，

大货车尾部的一颗螺栓， 还挂着电

线，一根 9米高的电杆，被从根部约

一米高的位置拉断， 倒下的电杆不

偏不倚砸在一辆轿车顶部， 横躺在

轿车“背上” 。

被拉断电杆的两端， 电线大量

掉落在地。 货车前方另有一根电杆

被拉倒，好在斜靠在了旁边电杆上，

没有倒下。

现场电力抢修人员称， 共有 3

根电杆和中间的电线受损， 电杆均

高 9 米，每根相距 50 米，事故造成

周边居民停电。

据货车司机称， 事发前他的双

桥货车停在了马路边上。他起步后，

由于靠人行道较近， 加之电杆坠线

被行道树遮住没看到， 货车尾部就

挂住了电线，于是酿下事故。“幸运

的是电杆只砸中轿车， 未伤到行

人！ ” 该司机心有余悸地说。

当天晚些时候， 相关方面调来

起重机，将轿车背上的电杆移走，供

电部门对受损电力设施进行了抢

修。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近日，威宁女子张某自演一出“跳

楼” 闹剧，以此要挟警方对涉赌亲属放弃拘留

措施。 7 月 17 日记者从威宁县公安局获悉，该

女子最终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行政拘留。

7 月 12 日 9 时，威宁县广园路元亨名都一

单元 26楼一女子扬言要跳楼，引起周边大量群

众围观。 威宁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立即指令

六桥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劝阻。

跳楼女子张某在现场向民警要求： 警方如

果不把其参与赌博的丈夫和弟弟等 10 人放出

来，她就从 26楼跳下。

原来，张某的丈夫、弟弟及婆婆等因涉赌被

六桥派出所查获并将执行拘留， 为了使他们逃

避打击，张某演出了一场“跳楼”闹剧。

最终， 违法嫌疑人张某因扰乱公共秩序的

违法行为，被警方行政拘留。

（罗旭东 本报记者 黄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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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

6名村民代表，利用大伙的信任，将

全体村民的 13 万元 “误耕费” 私

分。 近日，因犯诈骗罪，他们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各处

罚金 5000元。

据介绍，在建的渝黔快速铁路

途经汇川区高坪镇联丰村永庄村民

组，项目部还在那里设置了砂石厂

和搅拌站。 两年前，村民们发现，该

站的粉尘对村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于是希望村民组长周某出面协调。

接受村民委托后，40 多岁的周

某约上徐某、 付某等 5位村民代表

与村民开会协商，决定提出不低于

2 万元赔偿，而村民们则表示，多出

的部分，作为 6 人协调此事的“辛

苦费” 。

经协商， 工程项目部承认粉尘

影响村民生活，村民的合理诉求，应

该得到满足，于是拿出 4.98万元作

为给村民的补偿款。

到这笔钱后， 按村民小组会协

定，周某拿出 2万元钱，平均分配给

村民，剩下的 2.98 万元，被周某和

其他 5名代表平分。

发现这条“生财之道” 后，周某

等人开始寻找新的索赔理由。果然，

他们在 2015年底发现，村民们一条

上山干活的便道， 因项目部经常有

工程车通行，辗压受损严重，导致山

上 60多亩土地无法耕作。

经协商， 项目部承认压坏便道

影响耕作，于是拿出 13.2 万元“误

耕费”赔偿给全体村民。 但这一次，

周某等人却没有把这笔钱平分给村

民，而是私下瓜分，并约定相互均不

得透露此事。

但令 6人没有想到的是， 几个

月后的 2016年春耕，村民们发现这

条便道， 已经坏到了无法通行的地

步。想到此前周某等人的功劳，村民

们希望周某等 6人再次出面， 为村

民争得一些补偿。

心中有鬼的周某等人， 对此并

不积极。村民们见迟迟没有进展，于

是直接找到了项目部“讨说法” 。此

时，村民们才发现，原来补偿款早已

被周某等人领到手。

当村民们找到周某等人索要赔

偿时，周某等人却认为，这笔“误耕

费” ，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不愿

分给村民。 之后，因双方僵持不下，

村民和项目部， 分别向当地警方报

了案。

警方经调查认为， 周某等人私

分 13.2 万元“误耕费” 的行为，构

成诈骗罪。今年 7月，经汇川区法院

审理后，周某 6人分别被判刑。

（本报记者 黄宝华）

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 6 名村民代表分别被判刑

13万元补偿款 他们6人私分了

欲让参赌亲友逃避处罚

跳楼要挟警方 女子被拘留

本报讯 近日，来自江苏籍的

罗姓夫妇带着 16 岁的女儿到贵

州都匀择校报名，因意见不和，任

性女儿与父亲吵嘴后趁其不备溜

之大吉。 无助的父母急忙报警求

助，通过两个小时的查找，终于将

女子找到。

7 月 13 日 15 时许， 都匀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罗先生报警

求助称， 其女儿在文峰公园附近

突然消失。接警后，都匀市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二中队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了解情况。

在事发现场，罗先生说，他们

是通过在都匀打工的亲戚了解到

都匀的教育不错， 于是打算带女

儿到都匀读书。 考虑到女儿第

一次出远门， 夫妇俩就提前带女

儿到都匀熟悉环境。

事发当时， 罗先生一家人在

文峰园游玩时，因女儿与其吵架，

一气之下趁夫妇俩不备一趟子开

溜。 出警民警一边安抚罗先生及

其家人的情绪， 一边迅速将该女

孩的年龄、 体貌特征等信息反馈

至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调度街面

各警种开展查找。 17 时许，民警

通过街头视频监控在内贸学校找

到了女孩。

据了解， 该女孩在出走期间

未遭到不法侵害。目前，女孩已向

父母道歉并取得了原谅。

（本报记者 张仁东）

六盘水城区一大货车“闯祸”

电杆被拉断 砸中路边车

与父亲吵嘴后

女儿玩失踪

无助父母选择报警，

视频监控帮助找回

事发现场

“太空蔬菜”

惹人喜爱

黎平：

7 月 15 日，游客在黎平县中潮

镇佳所侗寨“太空蔬菜” 种植示范

基地里参观太空瓜果。

在中潮镇佳所侗寨 “太空蔬

菜” 种植示范基地里，从中国航空

航天育种成果转换中心引进试种的

100 亩 32 个品种的“太空蔬菜” 获

种成功。目前，该基地试种的太空葫

芦、 太空黄瓜、 太空南瓜等挂满大

棚，超大且具有观赏性的“太空蔬

菜” 让人领略到了科技农业、现代

农业的惊人魅力。

杨代富 本报记者 吴如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