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11日，记者从贵州

黔东南州镇远县公安局户政部门了

解到，从即日起至 8 月 20 日，镇远

县公安局户政部门及各乡镇派出

所，将采取“三个不需要” 措施，为

无户口儿童办理上户手续。

据了解，“三个不需要” 是不需

要出生医学证明、 不需要做亲子鉴

定、不需要任何办证费用。 公安局户

政中心负责人石通萍介绍， 依法登

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

权利。经公安部大力改革，现在中国

居民办理上户的门槛很低， 也很方

便。 但是基层公安在依法办理上户

手续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未婚生育而父母又分手的孩

子，什么手续也没有，要办理上户的

话，需要办理亲子鉴定。 但几千元的

鉴定费用， 往往使一些困难家庭望

而却步，从而造成部分儿童生活、求

学上的困难。

根据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上户

的有关文件精神， 镇远县公安局按

照省厅、州局统一安排部署，决定从

即日起至 8 月 20 日，给凡在镇远县

辖区长期生活的， 家中还有未办理

上户的儿童开辟 “三个不需要” 绿

色通道，办理上户手续。

（龙冠宇 本报记者 吴如雄）

本报讯 8月 11日，遵义市播州

区一名男子， 因在该区枫香镇居民

楼道内乱贴野广告上万张， 被当地

警方处以 10日行政拘留。

8月 11日 10时许，播州区枫香

镇工作人员，在该镇枫香庭小区内，

发现前段时间已经清理干净的楼道

上，又出现了野广告。 于是，工作人

员拨打了野广告上的电话， 同时向

辖区派出所报了警。不一会儿，一名

年轻人出现在楼道内。经询问，这些

野广告正是他张贴的。 从 2015年开

始，他就陆续在播州区鸭溪、马蹄、

枫香等镇乡的街道小巷、 居民楼道

内张贴野广告， 数量多达 19500 余

张。 （余杨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关岭一男子向朋友借

车开， 孰料朋友使用的是假牌照，

结果处于实习期的他 “杯具了” ，

被交警注销驾照、行政拘留 5 天并

被罚款 2500元。

据介绍，8 月 8 日 8 时 31 分

许，贵州关岭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

发现， 一辆车牌为浙 A� 32X90 小

型轿车从关岭往兴仁方向行驶，涉

嫌使用假牌照，遂指令关岭交警大

队二中队巡逻民警将其拦截。

接到指令后，民警立即对开往

兴仁方向的小型轿车进行盘查。 8

时 59 分时， 这辆轿车行驶至关兴

公路 4 公里加 600 米处时，司机发

现前方有交警查车，欲调头往原方

向逃跑， 正好被蹲守的民警拦截。

在现场，关岭交警大队二中队路面

执勤巡逻民警将该车牌照与集成

预警的车牌认真对比，确认该车涉

嫌使用假牌照。

为了做到精准打击，民警决定

口头传唤司机到大队办案区进行

调查处理。 在办案区，民警查实该

车牌无任何信息，也就是说系假牌

照。 同时，来自关岭县永宁镇的司

机周某，被查出 C1 驾驶证未满实

习期。

对于假牌照的来历， 周某称，

车子是他向一位曾在浙江打工时

认识、 现已回到关岭的朋友借的，

借车时并不知道朋友使用的是假

牌照，“没想到被朋友坑了” 。

据介绍，关岭交警大队根据相

关规定， 一次性给周某驾照记了

12分。 由于周某尚在实习期，因此

他的驾照也被注销。

此外，周某的行为已构成使用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根据相关

规定，交警部门又给周某开出了行

政拘留 5日、罚款 2500元的罚单。

（黄坤华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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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1 日， 奔驰在沪

昆高铁上的 G1327 次高速动车组

（上海虹桥 - 贵阳北 上海铁路局

担当乘务）出现罕见一幕：列车行

驶途中突然“抛锚” ，经随车机械师

应急处置， 列车减速缓行至前方车

站， 全车旅客被迫换乘另一列同型

号的动车组……该次列车 8 月 12

日凌晨抵达贵阳北站后， 共晚点 3

个小时 20分，事件还造成沪昆高铁

数十趟动车组晚点。

贵阳乘客刘先生当天正好乘坐

G1327 次列车从上海返回贵阳，亲

身经历、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这趟列车从上海虹桥发车时

都坐满了，我买的是一等座车票。 ”

刘先生介绍， 列车 8 月 11 日上午

11:39分准时从上海虹桥出发，一路

上运行正常。 当天下午 13 时 50 分

左右， 列车刚从浙江金华站发车后

约 3分钟， 突然刹了一下车， 紧接

着，列车就在轨道上停了下来，而且

列车处于“断电” 状态———座位下

方的插座已经没电，空调没有了，只

有车内的灯还亮着。

随后，列车长、随车机械师等来

回奔波， 旅客们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列车出故障了。”很多旅客颇有怨

言，担心列车停在轨道上不安全。几

分钟后，机械师从 1号车厢下车。

大约 30多分钟后，列车恢复供

电，又等待了约 10 分钟左右，列车

开始运行。“但令人诧异的是，动车

速度很慢， 最高时速也只有 38 公

里。 ” 刘先生说，期间，列车在龙游

站作了短暂停留， 但没有开门上下

旅客。

列车以时速 30 多公里的速度

行驶了 2个多小时后抵达浙江衢州

站。车厢广播称，由于列车故障已经

无法正常运行， 需要在衢州站更换

列车。

列车到达衢州站约 5 分钟，前

来转运旅客的南昌铁路局动车组

（CRH380A）抵达一站台，全车旅

客（500 多人）走下故障列车，登上

该趟列车按原来的座位号就坐。

“由于是临时顶替的列车，车上

没有盒饭、方便面等食品，很多旅客

饿了只有忍着。 ” 刘先生介绍，1 个

半小时后， 也就是当天下午近 19

点，列车到了南昌西站后，车上才有

了餐饮供应。

8 月 12 日凌晨零时 24 分，

G1327 次列车终于抵达贵阳北

站———与正点相比， 列车晚点 3 小

时 20分。

几名旅客无奈地说：“我们碰

到的这件事， 好比是彩票中奖的概

率……” 、“民航晚点还有一定的赔

偿，列车晚点是否应该赔偿……”

昨日， 记者致电上海铁路局

12306 客服中心，客服人员说，她代

表铁路部门向 G1327 次列车旅客

表示歉意。 造成该次列车运行故障

的原因到底是动车组本身出了问

题、还是接触网的供电故障，目前还

不太清楚。 而关于列车晚点赔偿的

问题， 铁路部门目前还没有相关规

定。 （本报记者）

上海开往贵阳动车途中抛锚

全车旅客半路转乘；事件致该次列车晚点 3小时 20分

动车抛锚后，乘务组人员紧急请示上级

旅客改乘另一趟动车（左）

本报讯 8 月 11 日， 在贵州岑

巩县新兴城区， 一名男子独臂无证

驾驶大货车上路， 所幸被交警及时

拦下，同车的表哥赞其车技比他好，

才让其开车，结果双双被罚。

当日， 岑巩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秩序中队民警和路政执法人员设卡

例行检查。 上午 11点左右，一辆黄

色的大货车满载泥土朝着查车点驶

来，民警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并

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行车证。驾

驶人只提供了行车证， 称其驾驶证

忘带了。 运管部门要求出示从业资

格证，他也未能出示。

货车里坐着两名男子，民警随

即要求驾驶人下车，但他的一个动

作引起了民警注意，驾驶人在解安

全带时竟用左手去解，下车时也只

见他用左手，右手一直拧着一件衣

服。民警立即要求他站在车边右手

扶车照相固定证据。 但他就是不肯

伸出右手，民警再次要求时，他却说

扶不起，手断了怎么扶。当驾驶人伸

出右手的那一刻， 惊呆了在场的所

有人，原来他的右手竟然没有手掌，

那他是怎么完成开车的， 而且开的

是一辆大货车。

面对民警的询问， 驾驶人称自

己的驾照几年前被吊销了， 当民警

追问他右手受伤情况时， 他终于说

出了实情，他根本就没有驾照。

据了解，驾驶人姓杨，今年 24�

岁，岑巩县思阳镇人，9 岁时因玩炮

竹爆伤右手，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他变成了“独臂” 。 后来，杨某来

到后坝，在厂里学会了开铲车，偶尔

也在厂里开货车短距离运输， 独臂

开车就是这样练成的。

这辆货车的户主是杨某的姑

妈。据杨某的姑妈介绍，去年买了货

车后，她就常叫杨某跟车处理货运，

由于杨某的情况特殊， 她也交代杨

某不要开车。

当天，杨某的姑妈接到了新活，

需要从客车站对面的工地上运送泥

土到大榕。为此，杨某的姑妈找来了

陈某帮忙开车， 也就是车上的另一

名男子。陈某与杨某是表兄弟关系，

持有 B2 型驾驶证， 但陈某开大货

车的技术还不够“娴熟” 。 陈某称，

他见过杨某开车， 独臂开车的技术

都比他好，于是就让杨某开车，没想

到刚上路就被交警逮了个正着。

随后，民警将两人带回警队，并

将货车扣留。 通过民警耐心地批评

教育，两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据悉，杨某涉嫌无证驾驶，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 拘留 10 日， 罚款

1000 元；同车的陈某将机动车交给

没有驾驶证的人驾驶， 根据相关法

律，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杨某

未办理从业资格证， 其姑妈将面临

200元至 2000元的罚款。

（陆昱潸 本报记者 吴如雄）

本报讯 8月 11日，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一辆载满水泥的自卸式货车

失控翻下 30 米高的山崖，驾驶员不

幸遇难。

当天 22 时左右，一辆载满水泥

的自卸式货车行驶至和平镇射香村

路段一弯道时，疑似车辆失控，导致

车辆冲出路面，翻下了 30 米高的山

崖，造成驾驶员被卡在驾驶室内，情

况危急。

事发后， 一名路过群众发现山

坡上有灯光闪烁， 路面有大量的袋

装水泥散落， 该群众立即拨打了报

警电话。 当地医疗、交警、消防部门

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实

施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事故现场后，发

现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 驾驶员小

腿悬挂在外，身体被卡在驾驶室，无

论消防官兵如何叫唤， 该男子都没

有回应。 消防官兵立即使用液压破

拆工具实施救援，经过近 15 分钟的

紧张施救，将其救出。但经现场医务

人员确认， 驾驶员救出时已无生命

体征。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张鸿 吴正礼 简冰冰）

货车坠落山崖

驾驶员不幸遇难

男子真大胆 独臂开货车

涉嫌无证驾驶，面临 10日拘留、1000元罚款

借车上路 被查才知挂了假牌照

男子驾照被注销，拘留 5天罚款 2500元

乱贴野广告

男子被拘留

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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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不需要”

不需要出生医学证

明、亲子鉴定及办证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