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 镇远县公安局

报京派出所送治一名病理性醉酒

精神病人。

8 月 7 日，镇远县公安局报京

派出所接辖区报京村村民邰某报

警称： 其丈夫李某这几天喝酒后

多次殴打她和小孩， 请求派出所

处理。

经民警调查核实， 李某曾因虐

待家人于 2017年 8月 31日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 5日， 近期又多次殴

打外出打工刚回到家的妻子。

民警将李某带至派出所， 李某

认错态度较好，但由于其喝酒成性，

且酒后总出现臆想， 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常找妻子和孩子发泄，而且

李某总是白天睡觉，深夜四处游荡。

经民警分析， 李某很有可能患

有病理性醉酒疾病， 于是立即与黔

东精神病专科医院联系。 经院方证

实，李某确属于病理性醉酒，这是一

种精神疾病。 在征得李某家人同意

后， 民警于当日将李某送往黔东精

神病专科医院医治。

（黄浩 吴如雄）

本报讯 一女子深夜独自在街

头散步， 不料一黑衣男子突然从身

后窜出， 抢走了她的背包。 8 月 10

日，紫云警方通报破获该起抢劫案，

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7月 25日深夜， 受害人韦女士

独自一人到街上散步。突然，一男子

从身后窜出， 一把拉住她的双肩包

猛力拖拽。她极力反抗，但因体力不

支， 男子最终将包抢走， 包内装有

300多元现金和身份证等证件。

民警了解情况后， 随即调取案

发现场周边监控。 监控虽能看到嫌

疑男子尾随、作案的过程，但由于画

面模糊，无法看清男子的面貌特征。

此外， 男子作案逃离后再也未出现

在监控画面中。

7月 31日上午， 一名办案民警

外出到松山镇团坡村走访时， 一个

满身油迹的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 该男子坐在修车厂里玩手机，其

发型和体型与作案的黑衣男子很相

似。 随后，民警将男子控制。

经查，该男子姓张，纳雍县人，曾

因盗窃犯罪被打击过两次，今年 3月

到紫云城区一汽车修理厂做学徒。

审讯中， 张某如实交代了 7 月

25日晚， 跟踪受害人并实施抢劫的

犯罪事实。

8月 9日，嫌疑人张某已被检察

机关批准逮捕， 案件在进一步办理

中。 （吴建国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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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0 日， 有读者打

来电话称， 孩子在中考报名时，拿

到贵阳市传习中学和三联贵阳中

学的招生简章，竟惊奇地发现两个

学校教室、宿舍、食堂、实验室居然

是一模一样的照片，两个不同学校

怎么会有一样的照片，记者为此进

行了调查。

当天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清镇

的贵阳市传习中学， 据传习中学李

永富董事长介绍， 这个情况他们在

招生中，也听到有学生家长反映过，

为此他还专门请办公室同事进行核

实，发现确实照片雷同。但传习中学

的招生简章照片，都是学校实景图，

基本上都是 2017 年拍摄，三联贵阳

中学招生简章上的图片， 是抄袭传

习中学的照片。

为证实此言， 李董事长请工作

人员， 带记者查看拍照片的几个地

点。 在该校食堂，记者确实找到了照

片中的实景。 在学校实验室，学校老

师也带记者找到了宣传册上的实

景。 在其初中部 44 号教室，虽然教

室暂时成了堆放军训服的仓库，但

仍然能看出拍摄时场景的特征。 只

是宿舍照片，因为床垫的问题，未能

找到一模一样的场景。 针对该校图

片被盗用， 该校表示已经向贵阳市

教育局反映， 并举报了三联贵阳中

学：在无高中办学资质的情况下，招

收高一新生和高三复读生。

记者随后又来到位于花溪区花

溪迎宾馆旁的三联贵阳中学， 找到

该校邓连奇校长。 邓校长向记者讲

述事件经过， 称三联贵阳中学是三

联集团和晴隆三中联合创办，2018

年开始招生。 学校招生简章中有照

片和传习中学雷同一事， 是一个失

误。 制作的这份招生简章是学校今

年 4 月份办学之初印制的内部资

料，是一个初稿。 在学生家长咨询报

名时，无意中流出，仅有几百份。

他们当时发现照片雷同后，立

即指令制作招生简章的工作人员修

改照片，并重新制作了招生简章。目

前，在其官方公众号上的招生简章，

已经没有了那几幅图。他还表示，学

校办学环境很好， 没有必要抄袭其

他学校的宣传照片，这只是个失误。

就学校是否违规招生高中阶段

学生的情况，邓校长表示，学校已经

向贵阳市教育局申请高中办学资

质，但目前还没有通过。 现在招生的

高一新生， 主要是为申报通过做准

备。 如果未能通过申报，他们学校有

十多个分校， 可以将新生转移到其

他学校。 至于高三复读生，因为没有

学籍的限制， 所以不存在违规办学

的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贵阳市教育局，

贵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 没有资

质是肯定不能办学的， 至于传习中

学反映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如

果有违规行为， 教育局将按相关法

规处理。 （本报记者 孙征康）

两所学校招生 宣传图片雷同

一校承认确为工作失误；市教育局称，如有违规，将按相关法规处理

两所学校的宣传单

盗油车被“抛弃” 高速路———

警方全力追查神秘蒙面司机

事发黔南高速境内，警方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本报讯 8 月 9 日清早，一辆配

全了盗油设备的改装车辆抛锚在高

速路上， 在民警到来之前驾车人早

已弃车逃跑。警方经过初查，发现涉

案驾车司机系两蒙面“迷彩男” 。目

前， 当地警方已经立案对此展开调

查，希望知情者提供破案线索。

8 月 9 日清早， 黔南州高速四

大队民警巡逻到惠兴高速

37KM+

650M

处时（兴义方向），发现一辆

贵

A

6313X 的越野车斜停在行车道

及应急车道上， 民警上前查看，发

现车上空无一人。

不过，令民警诧异的是，车内浸

满油污，一片狼藉，后座被拆下改装

成货箱，放置有塑料袋及抽油设备，

车内没有油料，在检查车内时发现，

驾驶室底下藏有另一副机动车号

牌：贵

AX

3212。 通过警务通查询，

确定车牌贵

A

6313X 为假牌， 车内

藏的贵

AX

3212为套用牌。

办案的杨警官告诉记者，通过

公安交警交通管理平台查询该车

近期精确活动轨迹得知，该车 8 月

8 日晚上 9 时从贵阳桐木岭上高

速前往黔东南三穗县，然后又折回

案发点，通过监控卡口视频看到驾

驶 人 及 副 驾 驶 上 的 人 装 束 可

疑———两个人都戴着口罩看不清

面部，同时把遮阳板放下，看不清

楚人的面容。

“车上的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

意识。 ”民警说，车上两嫌疑人都着

迷彩服，现场路边也遗留有一件迷

彩服。 与监控上车内人员的着装吻

合。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该车人员

应该是长期在高速公路上对过境

货车实施偷盗油料的人员。

目前， 警方已对此案展开调

查，希望知情者提供破案线索。

（冉锦刚 本报记者 张仁东）

本报讯 8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

一辆驶向六盘水向阳路口的越野车，

因驾驶员操作不当， 将油门当刹车

踩，使车辆冲出路面翻了个底朝天。

据了解， 事发时车主王先生驾

驶越野车， 驶向六盘水城区向阳路

口时翻车，所幸车内没有其他人，只

有驾驶员一人受皮外伤。

据六盘水市交警直属一大队值

班民警方涛介绍， 现场车辆受损严

重，已经无法行驶，交警立刻维护交

通秩序， 并协调吊车将事故车辆撤

离， 并将王先生带回交警直属一大

队事故进行处理。经过排查，王先生

排除酒驾、毒驾等嫌疑。这起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是驾驶员误把油门当

成刹车。 （赵雄 本报记者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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