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核载 6 人的金杯车，塞

进 19人。1月 7日，经过一个半月的

侦查，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观山

湖分局侦查终结了一起严重违法超

载案件， 该车车主及驾驶员涉嫌危

险驾驶， 移交至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据悉，该案件是《刑法修

正案九》实施以来，全省首例车辆管

理人和驾驶人一同受到法律追究的

案件。

该起案件还得从 2018 年 11 月

15日说起。当天，贵阳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观山湖分局巡逻人员在路面巡

查时， 发现一辆贵 F5Q�560 白色金

杯车在金阳客车站附近转悠， 时不

时有人上车，有“非法营运” 嫌疑，

便准备上前检查。 但在此过程中，该

车辆突然驶离现场，不知踪影。

针对这一情况， 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观山湖分局研究决定，11

月 16 日增派警力至金阳客车站，共

同寻找贵 F5Q�560 金杯车， 并于当

日 16 时 45 分， 在西南商贸城发现

该车正在往宾阳大道行驶。

为安全起见， 民警决定对该车

进行跟踪， 同时呼叫附近侦查警力

将跟踪情况进行沟通。最终，侦查人

员几路会合后， 待贵 F5Q�560 金杯

车在宾阳大道与省道 102 交叉口等

待信号灯时， 立即用便衣车辆绕行

至金杯车前段， 警车则从侧面包抄

夹击，确保该车辆无法继续行驶。

民警打开车门发现， 该车内部

黑压压一片，门窗紧闭。 经清点，该

车核载人数 6 人， 实际承载人数为

19人（含驾驶员），超载 216%�。

经询问， 车内人员都是前往毕

节方向的， 车上乘客全部都收取了

费用。当民警问及是否知晓危险时，

车上的人员均表示知道危险， 但由

于已经接近下午 17 时，已无客车票

售卖，便想到选择乘“黑车”回家。

据了解， 该车驾驶员唐某（44

岁、男性）是毕节地区人员，车辆所

有人为武某。唐某受武某的雇佣，使

用贵 F5Q�560机动车跑“客运” 。 此

趟“运输” 共计收费 800 元，驾驶人

唐某获取 200元。

随后， 现场民警对驾驶员和乘

客联系方式全部登记， 全部移交至

运管部门作出后续处理。同时，民警

根据相关规定，对唐某作出罚款 200

元、记 6分的处罚。

1月 7日，该案侦查终结。 根据

相关规定， 唐某、 武某涉嫌危险驾

驶， 已移交至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

观山湖交管分局民警表示，管

理方不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必须依

法履行监管义务。 如果把车辆提供

给他人形成了违法犯罪行为，将视

为共同犯罪，将一并连带追究法律

责任。

（刘珈瑞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近日，在贵阳市望城坡

附近，过往车辆正在等红绿灯时，一

名精神病患者突然抄起钝物， 打砸

车辆， 使得多车受损， 行人纷纷避

让。网格警力赶到后，在众人协助下

将其控制。

1 月 5 日 20 时 18 分， 南明公

安分局南八网格接终端指令， 一名

出租车司机驾驶员报警称， 在贵阳

望城坡香榭枫林路段， 有一男子正

在打砸其岀租车， 已先后有 3 辆出

租车被砸坏，请求民警前往处置。

接警后， 网格民警宋久胜带领

队员赶到现场，在望城坡红绿灯斑马

线处，一男子站在路中，正挥舞手中

钝物。 此外，现场已有几辆车不同程

度被男子损坏。

民警示警无果后，决定采取强制

手段将其控制。 在众多市民的帮助

下， 网格警力成功将该男子控制，阻

止他继续在该路段砸车和伤及行人。

报警人称,他们等红绿灯时，该

男子突然走过来， 抄起钝物直接打

砸过往车辆。

网格民警随即将男子送至派出

所，后经警方进一步确认，该男子为

一名精神病患者。 目前，警方已按相

关程序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1月 6日， 一女子在赫

章县城关镇某医院看病时钱包不翼

而飞，便到赫章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报警称钱包被盗。经民警两小时的努

力，最终物归原主。

当日中午 12时许， 赫章县妈姑

镇的杨女士到城关派出所报警称，几

分钟前其在城关镇某医院办事时钱

包被人偷走，钱包内有银行卡、发票

及 2500元现金，请求出警处理。

接警后，城关派出所反侵财组立

即出动， 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 经医院监控视频回放显示，杨女

士的钱包系在下楼梯时不慎从兜里

滑落的，后被一红衣男子邵某捡到。

接到民警的电话， 邵某称拾到

钱包后，因当时有急事，正准备办完

事后就把钱包交去派出所。 几分钟

后，邵某便将钱包送交到民警手中。

（王磊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讯 1 月 5 日下午， 家住

毕节七星关区的吴长芬在外出途

中被一辆卖菜的三轮车撞倒，导

致颅内出血，至今昏迷未醒。

据了解，47岁的吴长芬是一名

清洁工人， 当天正值休息日在家。

吴长芬的嫂子胡凤琴告诉记者，5

日下午，吴长芬说要出门去买点东

西， 但是等了很久也没见人回来，

于是她赶紧给打电话，但是一直打

不通。 后来才知道她出车祸了。

“我们到医院见到她的时候，

人已经没有意识了。 ” 胡凤琴说，

当天晚上 10点， 她赶到毕节市第

一人民医院，看见吴长芬的头部有

肿胀现象，同时头上的伤口正淌着

血，而且还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医生说情况还未知，但是会

尽全力抢救。 ” 吴凤琴告诉记者，

妹夫一直生病，家里条件也不好，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小的才九岁。

这次意外后， 家里失去了固定收

入，陷入困境，再加上肇事司机是

位卖菜人， 这几天东拼西凑也只

借到了 1 万余元来交医药费，家

庭也很困难， 所以期间医院多次

下达“催款通知单。 ”

胡凤琴说，吴长芬干了 30 年

的清洁工，一直兢兢业业，因工作

表现突出，还曾多次荣获“先进工

作者” 和“优秀环卫工人”称号。

据了解，发生意外后，吴长芳

所在的七星关区天一绿洁环境卫

生服务公司为她捐助了 1 万多元

的费用， 但现在吴长芬一家还欠

医院 2万余元。

目前，一家人还在四处筹款，如

有意提供帮助者， 可联系电话

18985892982。（实习记者 陈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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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固达电气产业制造基地项目建设需

要， 位于观山湖区金华镇上铺村三组、 四组

（堆草坡）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请上述范

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前尽快

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

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 我中心不再

另行补偿。

联系人：杜启全

联系电话：18798057590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镇上铺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 0一九年一月十日

讣告

贵州铝厂退休职工孙光

善因病于 2019 年元月 7 日

去世， 享年 68 岁， 现定于

2019 年元月 13 日在惠水龙

王山公墓安葬， 特告之孙光

善之女及生前好友。

兄：孙吉善

孙兴善

联系电话：13984842186

2019年 1月 9日

敬告

本报讯 1 月 7 日凌晨 3 时许，

贵阳世纪城小区， 两名小偷手持工

具， 戴着口罩， 对楼层的房门逐一

“检测” ， 这一行为被监控记录下

来。 随后，住户报案，警方立即对辖

区周围楼栋进行巡查， 于凌晨 5 时

16 分左右，在一住户家中，民警将

两名入室盗窃嫌疑人成功抓获。

1月 8日，小河一位市民还爆料

称， 有四人进入超市， 其中两人背

包，行动时两人打掩护，一人搬东西

到角落，一人负责装入包内。该市民

希望以此提醒大家，快过年了，就算

有监控也要擦亮眼睛。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年终岁末

是盗窃的高发期， 务必开启防盗模

式。 防小偷注意事项如下：

家庭安全防盗篇：

1、家里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及贵

重物品，将银行卡、身份证、户口簿

分别存放；

2、外出或睡觉前及时检查门窗

是否关闭，将锁反锁，保管好钥匙；

3、对于易攀登的地方，及时安

装防护设施；

4、邻里之间，相互照应；

5、发现家中被盗时，及时报警。

商铺防盗篇：

1、密切注意进店顾客，防止其

声东击西、顺手牵羊；

2、在店铺内安装报警器和监控

设备，在醒目处张贴“本店有监控”

字样；

3、店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和贵

重物品。

公共场所防盗篇：

1、不要将手机、钱包放在外衣

口袋，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2、尽量不要独自在偏避地方或

夜晚在 ATM机上取款；

3、不做低头族，当有“注意保管

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的提醒时，及时

留意周围情况；

4、随时注意身边人，陌生人搭

讪要警惕，避开可疑人员尾随。

（实习记者 成虹飞）

本报讯 遵义市桐梓县一名男

子，与他人一起为弟弟借款提供担

保，到期后因款未还清，法院找上

门来，这名男子却在电话中对执行

干警破口大骂。1 月 7 日，该男子被

法院处以 15 日拘留和罚款 5000

元的处罚。

该男子王某， 此前共同与牟某

为弟弟王某某向他人借款提供担

保，借款金额为 3万余元。 后因弟弟

未及时归还， 出借方郭某将其兄弟

二人及牟某告上法院。

经桐梓法院主持调解， 双方于

2018 年 4 月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

议， 王某与牟某为王某某履行和解

协议提供担保。

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届满后，

经申请执行人多次催收， 王某等人

仍未履行。 1月 7日，执行干警依法

传唤被执行人王某某及担保人王某

与牟某到庭。

不过，在电话中，担保人王某不

仅拒绝到庭，还在电话中辱骂、诋毁

执行干警。 王某的行为已违反法律

规定， 法院于 1 月 7 日对其处以拘

留 15日、罚款 5000元的处罚。

拘留期间， 担保人王某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且认真悔过， 主动缴

纳了 5000 元罚款，并协助被执行人

按照和解协议全部履行。 因该案履

行完毕，法院提前解除了拘留。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为弟弟作担保借款，法院通知其履行义务———

他辱骂执行干警 被处拘留15日

年终岁末，警方提醒：

谨记12条 开启“防盗模式”

清洁工被撞 颅内出血昏迷至今

该工人已从事 30 年清洁工作，由于家庭困难，已欠医院 2 万多元

精神病人砸车

警民合力控制

女子丢钱包，误以为被盗

民警寻找两小时

物归原主

车辆超载 车主司机同受罚

《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我省处理第一案———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

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 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 严重超过定额乘员载

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

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共同犯罪是不仅认识到自己

在实施某种犯罪， 而且共同犯罪，

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

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共同

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

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

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

■相关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