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醉酒生事

连砸小区车辆

本报讯 10 月 16 日，六盘水钟

山区凤凰山民资路一餐饮门面发生

液化气泄漏燃烧事故， 门面内冒出

滚滚浓烟。事发后，消防赶来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据介绍，当日 14时 36 分，该餐

饮门面内发生液化气泄漏燃烧事故

后，店主立即向 119求助。 接警后，

六盘水消防特勤中队迅速出动 3 车

及 16 人赶赴现场。 14 时 40 分，消

防指战员到达现场， 侦查发现浓烟

已经吞噬整个门店， 且店内出现燃

烧的明火。店主称，店内有两个液化

气罐， 位于厨房与大厅两处不同位

置。 正是厨房内的液化气罐发生泄

漏，才引发店面燃烧。

鉴于两个“定时炸弹” 随时出

现爆炸的可能， 指挥员立即下令，

由战斗组人员负责用一支水枪对

店铺内的火势进行控制；警戒组进

行现场警戒，让围观群众退至安全

区域。

接到命令后， 各小组迅速展开

行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扑救，消防

员最终将店铺里的两个液化气罐拎

出，并用开花水枪进行冷却降温，随

后火势也被成功扑灭。

（田龙 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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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各参保单位、参保人员：

经市医疗保障局报请市政府批准，贵

阳市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中心 （以下简称

“中心” ）将进行搬迁，特将有关事项告知

如下：

一、搬迁时间、地址：

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搬迁至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省盐

业大厦（荣和酒店）15、16 层。 由于系统调

试，搬迁期间暂不对外办公。

二、交通指引：

1.地铁 1 号线“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站 D 出口，步行 10 分钟。

2.公交 48 路、58 路、60 路、66 路、208

路、209 路、218 路、222 路、230 路、257 路、

263 路、264 路、281 路、观山 1 路在“国际

会议中心（东）” 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

三、办事指南：

1.从搬迁之日起，市医保中心窗口业

务将整体进驻贵阳市政务大厅（观山湖区

市级行政中心）集中办理；

2.从搬迁之日起，个人帐户清退（返

还）业务在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

（都市路 98 号）一站办结；

3.搬迁之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柜台拨付业务每周二、 四在贵阳市社会保

险收付管理中心设临时窗口办理；

4.社保卡业务、生育津贴、异地就医备

案、 特殊病种门诊医疗证业务可在各区

（市、县）医保经办机构就近办理。 零星医

疗费用，仍按参保属地原则进行申报。

搬迁期间咨询电话：0851—87989805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贵阳市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中心搬迁公告

贵阳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地址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贵阳市政务大厅 贵阳市观山湖区市级行政中心二期办公楼 A 区负一楼 0851—87987578

南明区医疗保障局 贵阳市南明区青云路与解放路交汇处（贵阳市南明区金龙滨河湾壹号楼盘一楼） 0851—85817315

乌当区医疗保险结算中心 贵阳市乌当区育新路 18 号政务综合大楼二楼 0851—86401687

清镇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中心 清镇市百花生态新城清州大道“数据湖城” 3 号楼政务中心二楼医保局窗口 0851—82623671

修文县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 修文县龙场镇龙场驿南路 6 号，政务服务中心 97 号窗口 0851—82372233

云岩区医疗保障局 云岩区环城北路城市之光二楼 0851—86520273

花溪区医疗保障局 花溪区行政中心人力资源市场一楼办事大厅 0851—88231713

开阳县医疗保险中心 开阳县遵义路 54 号 0851—87225449

息烽县医疗保障局 息烽县永靖镇南大街虎城大道北段鸿森龙城三楼（南大街工商银行对面） 0851-87727120

观山湖区医保中心 观山湖区金阳南路景怡苑内电商发展中心 0851—84581694

白云区医疗保险收付管理中心 白云区云环路优品城邦旁和馨苑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厅医保局窗口 0851—84486074

贵阳市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中心

2019年 10 月 12 日

本报讯 10 月 15 日下午，贵阳

248 路公交车上一男子猥亵一女大

学生， 在公交司机以及众多乘客的

帮助下，这名男子被当场抓住，附近

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乘客提供的视频内容显示，在

拥挤的公交车上， 大家纷纷指责一

位黑衣男子， 而从该男子的表情中

看出，他显得比较平静，不久后，警

察将他从公交车上带走。

记者就此事联系到 248路公交

车工作人员，据她介绍，10 月 15 日

晚， 公交司机张师傅驾车开往洛平

公交枢纽站。 当车开至凤凰翠堤站

时，听见后面有人发生争吵，一女子

称自己遭受到了猥亵。

张师傅将车停到路边， 赶到后

面查看情况，这名女子告诉张师傅，

有一个男子多次抚摸她的大腿，甚

至还摸了她的臀部……女孩忍无可

忍才转过去打了他两巴掌， 并指责

了他的龌龊行为。

车上其他乘客知道该情况后，

纷纷站出来替女孩“打抱不平” 。

张师傅跟女孩说： 如果你需要

报警， 我马上报警！ 在女子的请求

下，张师傅报了警。

为了防止男子逃跑， 张师傅将

前后车门关闭， 在等待民警赶到的

过程中，猥亵男子开始害怕，试图跳

窗逃跑，多名乘客见义勇为，将男子

拉回了车厢。

大概十分钟以后， 太慈桥派出

所的民警赶到了停车地点， 将该男

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 随后该

男子被移交至贵阳市公安局公交分

局。

记者从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分局

指挥中心处了解到， 涉嫌猥亵的男

子郝某某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的处罚。

警方也提醒， 在公共交通工具

上遭遇“咸猪手”应及时大声呼救。

一方面可以震慑制止“咸猪手” ，另

一方面可以得到周围市民帮助并及

时将其抓获，避免其再度下手，同时

拨打 110报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司机乘客联手 抓住“猥琐男”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故意对女

乘客“蹭一蹭”“摸一摸” 算什么

行为？ 骂一句“色狼” 这是大家给

出的道德评价。 如今法院给出了

清晰的法律评价———这叫犯罪，要

送到高墙中实实在在接受法律的

惩罚。

10 月 15 日上午， 备受关注的

上海首例“咸猪手” 入刑案在静安

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

王某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系上海轨

道交通领域首例“咸猪手” 入刑的

案件，填补了该领域刑事打击的空

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相关链接

上海首例

“咸猪手案”判了

涉案人以强制猥亵罪

领刑 6个月

液化气罐泄漏燃烧 消防人员紧急排险

事发六盘水钟山区一餐馆，扑救及时未造成更大安全事故

本报讯 10月 15日中午， 两辆

小车在遵义市新蒲新区高架桥相撞，

导致两车严重受损，一名女子受伤被

困车内。 随后，消防人员剪车救人。

当天中午 13 时 52 分， 遵义市

新蒲新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新蒲

新区新城大酒店路段高架桥上，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人被困。

在现场， 消防人员看到这两辆

贵 C牌照的小车， 均严重受损并横

在路中， 路中护栏也被撞开一道缺

口， 其中一辆车牌号为贵 CXX467

的车被护栏卡住，有一名女子被困。

为救出被困者， 消防人员使用

液压剪扩张器将车后门破拆掉，从

副驾驶座椅着手救援。但是，车辆副

驾驶座椅无法移动， 消防人员不得

不拆开车身右侧，经过 20 分钟的努

力，伤者被救出送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车祸现场 消防破车救人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凯里二龙

的廊桥水岸小区多辆私家车被人砸

坏。 经查，竟然是该小区一名原保

安为了发泄种种不满实施了这一行

为。

10 月 15 日零时 30 分，凯里市

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接到廊桥水岸

小区业主报警称： 该小区多名业主

停放在小区车库外的私家车被损

坏，车身被划。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当天零时

38 分左右，一可疑男子走进了该小

区车库，在车库四处徘徊后，男子找

到一根木棍并疯狂砸向车库外停着

的多辆私家车， 整个过程持续将近

半小时。

办案民警以发案区域为重点，对

该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行走路线进行

了深入研判， 并对案发区域进行走

访，成功锁定并抓获了该案件违法嫌

疑人———55 岁的福建籍男子杨某

军。到案后，据杨某军交代，他曾在廊

桥水岸小区当过两个月的保安，期间

多次与小区业主产生矛盾发生争吵，

后来杨某军辞职。案发当天喝了酒的

杨某军想起了自己在该小区所受的

“种种委屈” ，在酒精的作用下，遂产

生破坏他人车辆的念头。

目前， 杨某军因涉嫌故意损坏

财物，被依法行政拘留十四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如雄）

被处行政拘留 14 日

10月 16日， 丹寨县车辆管理所

集中销毁 2017 年以来因报废、更换

损坏以及转户上交的废旧机动车号

牌 1402副。 以确保机动车废旧号牌

不回流社会， 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

安全环境。 陆德华 吴如雄

丹寨警方

集中销毁废旧车牌

乘客围住猥琐男（红圈内）

救援现场

一男子在公交车上向女学生伸出“咸猪手” ，引发众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