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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盖弥彰 男子套用他人驾驶证
弄巧成拙 证件主人原是通缉犯
□本报记者郭立武 通讯员谭小明
禁行区域出现大货车， 交警责无
旁贷上前执法。 司机格外慌张， 原来
他套用了别人的驾驶证。 查证后， 交
警大惊……
3 月 6 日 上 午 7 时 30 分 ， 围 场
公安局交警大队中队长丁福全带领 3
名协勤人员在县城河东路执勤， 这时
一辆半挂货车闯进他们的视野。 按照
规定， 河东路属于禁行区域， 严禁货
车出入， 交警立即上前将半挂货车拦
住。
司机是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 交警
上前要求对方出示驾驶证， 男子说话
吞吞吐吐， 神态慌张， 称自己出来匆
忙， 忘记携带驾驶证了， 并口述了驾
驶证号码。 该货车违章行车， 司机没
有随身携带驾驶证， 交警示意其将车
开到交警大队等候处理。
“想起来了， 我拿着驾驶证呢。”

男子一看情况不妙， 从上衣口袋内取
出一个驾驶本交到交警手中。
刚才还说驾驶本忘带了， 现在突
然又将驾驶本拿出来， 作为从事这一
工作多年的老交警， 丁队长意识到这
个男子肯定有问题。 接过驾驶本， 他
一眼看出， 驾驶证虽然是交警部门核
发的真正驾驶证， 但是这个驾驶本上
的照片应该是后来贴上去的， 而照片
上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男子。
协勤人员立即拿出警务通和交警
指挥中心查证比对。 这一查不要紧，
丁队长惊出一身冷汗： 驾驶证上的信
息显示， 对方为网上通缉要犯， 在几
年前因为故意损坏公共财物逃跑， 被
内蒙古公安厅网上通缉。
趁男子不备， 丁队长和 3 名协勤人
员一拥而上， 将男子按倒在地， 并立
即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
经审讯， 该男子姓王， 和网上通
缉的这名要犯认识， 得知对方畏罪潜

逃， 就偷用这名通缉犯的驾驶证搞运
输。
驾驶人王某准驾不符， 为逃避交警
处罚套用他人驾驶证件， 按照相关规
定， 将被注销驾驶证， 并处以 1000 元
罚款。 目前， 警方正对王某进行进一步
调查。
记者日前从围场交警部门获悉， 机
动车假牌假证违法行为给正常的道路交
通环境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 也侵害了
车主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在发生交通事
故以后， 不少假牌、 套牌司机会抱有侥
幸心理， 选择肇事逃逸。 近期， 围场交
警大队深入开展全县涉牌涉证专项整治
行动， 集中销毁了 18 副假车牌， 防止
其再次回流社会， 有效净化了“两会”
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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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树当灯杆 做法欠妥当

淘气男孩烧纸屑
点着管道塑料皮
□本报记者王玉洁
“真是后怕，楼道里包管
道的塑料着了， 还好发现及
时，和邻居一起用水把火浇灭
了，着实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
日前，宽城居民李女士向记者
反映。
3 月 7 日早晨 8 点多，家
住宽城某小区 4 楼的李女士
在客厅待着， 突然闻到东西
烧焦的味道从门外传来。 打
开门一看， 楼道外包管道的
塑料已经着了起来， 赶紧喊
家人端水过来。
“着火啦！ ”李女士边泼
水边喊。 邻居们听见声音，也
赶紧端着水出来， 泼了一会
儿火灭了。
单元楼里的人都出来

了，大家都很紧张，不知是什
么引起的着火。 居民刘女士
说， 自己家门口的地垫也烧
坏了， 王先生表示看见楼道
里有烧过的纸……
后来， 大家通过监 控
看见一个孩子在下楼时边
走边烧纸玩儿。 由于当天风
大，楼道窗子又开着，他烧
的纸屑被吹到楼道里塑料
包着的管子周围，从而引起
着火。 其家长表示，会好好
教育孩子。
李女士表示， 家长一定
要多教孩子防火知识， 告诫
其不要引火。 本报也呼吁大
家，莫乱扔烟头、莫焚香烧纸
等，增强防火意识。

客人称钥匙落在更衣柜
工作人员不问清楚就给开

村径整齐状，路灯排成行。
水泥杆划一，忽现个异样。
中有一灯头，背靠树
“
乘凉”。
不知因何故，李树代桃僵？

市民表示此举存隐患

近日， 记者到兴隆县大杖子
乡罗家梁后村采访时， 偶然看到
村路边上有非常规现象， 一棵活
树替水泥杆尽责任， 充当路灯杆
角色。 路灯头钉在树干上， 连接
着电线。
“我们有时候也说呢， 树导
电， 万一夏天下雨打雷电到人可
不是闹着玩的！” 记者提 出 质 疑
后， 旁边一位阿姨说， “回头我
就跟村里说说， 重新立个水泥
杆。”
本报记者潘超 文 / 摄

□本报记者郭立武
“
客人称钥匙落在更衣柜
内了， 浴池工作人员也不问
问，拿出备用钥匙就将衣柜打
开了， 看着实在让人不放心
……”最近，市民杨先生将在
铁路某浴池看到的一幕反映
给本报新闻热线。
3 月 5 日下午，杨先生在
一家浴池洗完澡后在更衣室
内吸烟。 一小伙子从澡堂内
出来， 在更衣室转悠了一会
儿，喊来工作人员，称自己的
手牌在脱衣服时一时疏忽落
在更衣柜内了， 问前台有没
有备用钥匙。
“您别着急，多少号？ ”工
作人员问清手牌号后， 转身
出去， 拿回一把钥匙将男子

有照为证

“专家讲座”多是忽悠
“合作社员”纯属诱饵
相关部门提醒： 购买农资产品要睁大双眼 避免上当受骗

所说的衣柜打开。
“或许这个男子真的将
钥匙落在里面了， 可如果借
故有其它企图呢？ 更衣室内
丢财物的事过去也不是没有
发生过， 工作人员应该进行
仔细核对， 确认该男子所说
的情况属实后再将更衣柜打
开， 不然这不是给犯罪分子
提供可乘之机吗？ ”
杨先生表示， 尽管更衣
室内写着“客人请将贵重物
品交到前台保管”，但是现在
谁手里都有手机、现金，一般
都不会交到前台， 可真丢了
肯定心里都不舒服。 浴池应
该加强管理， 保证客人财物
的安全。

楼上小伙减肥锻炼
楼下老汉心脏病犯
□本报记者韩雯雯

□本报记者郭立武
“我在《承德晚报》上看到，平泉有人
出售假化肥，很多人上当受骗，我怀疑我
们买的也可能是假化肥， 到底应该怎么
鉴别呢？ ”3 月 6 日，本报以《骗子冒充农
业专家卖化肥 400 余吨假货入市场》为
题， 报道了平泉及其周边县城有人冒用
山东生产的“沃夫王”化肥品牌销售假化
肥的事。 文章见报后，在很多农民朋友中
引起反响， 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授业
解惑， 让他们学会怎样甄别农资产品真
假。
3 月 7 日上午，平泉卧龙镇周边某村
的几个农民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农民
合作社社员证” 到平泉县食品和市场监
督管理局进行投诉举报。 经了解，农民们
春节前参加了“科学种田集中讲座”，在

值班副总编 王桂芹

责编 方艳梅 潘 超

听课时被发展成“农民合作社”的社员，
购买了大量化肥。
“只要是来听课的，就是我社的社员
了，每人免费送一袋化肥。 使用我社销售
的高效化肥，我社派专家进行科学种田指
导。 过些天我社给社员供应玉米种子，每
斤 2.5 元， 每亩地只需要 5 斤种子就够
了。”对方如此介绍。 一个农民说因为听着
靠谱，大家都信了，相继买了不少，“这两
天看到了报纸的相关报道后，心里特别着
急，也不知道这些化肥是不是真的。 ”
春播在即， 广大农民朋友们该如何
鉴别农资产品真假， 如何提高警惕预防
上当受骗呢？ 日前，记者联系了平泉县食
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网络科李永华
科长。

版式 王 磊

“首先要看经营者是否证照齐全，
证照齐全的才是合法经营者。 在非法经
营者手中购买农资产品， 权益受到侵害
的可能性自然加大。 二是查看农资产品
质量和包装是否正常。 没有合格证的农
资产品、 包装标签有夸大宣传和虚假宣
传的农资产品， 都有可能是质量不合格
或质次价高的农资产品。 三是查看购货
发票是否提供和规范。 购货发票是购买
商品的依据， 是维权的证据。 正规发票
应该一式两联， 销货人和购货人各执一
联。 有了这三点， 就好甄别了。 ” 李
科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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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每晚都会“咚咚咚” “
刚开始没当回事， 可时间一
地响一个小时左右，8 楼老汉 长，心脏就受不了了。 ”
心脏受不了犯了病， 家人上
3 月 1 日， 楼上的响动
楼找， 才知道这股响动是楼 又开始了，张大爷一急，心脏
上邻居在跑步机上锻炼引起 病犯了， 老伴赶紧给他吃了
的。
速效救心丸。 张大爷平缓下
张大爷今年 78 岁，家住 来后， 叮嘱老伴打电话给儿
高新区大学城。 他说，9 楼住 子， 让他下班回来找楼上谈
着新结婚的小两口， 去年刚 谈。
搬来， 这对年轻人把他和老
张大爷儿子说，开门的是
一个小伙， 穿着一身睡衣，脸
伴的生活给搅乱了。
“
楼上大声吵闹、电视机、 上全是汗。 他说明来意后，小
电脑音箱的声音，我都可以忍 伙说，他是为了减肥健身才买
受，唯一不能忍的就是天花板 的跑步机，不知道楼下住着老
的响动。 ”张大爷说，最近一段 人， 没想到会影响楼下的邻
时间， 他在客厅里看电视，总 居，了解情况后，表示尽量不
能听到楼上“
咚咚咚” 地响， 出噪音，及时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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