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陈博巍）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
句警示语已警示全国驾驶员多年，
然而，有些驾驶员总是抱着侥幸心
理，甚至顶风酒驾，后果如何呢？

记者从县交警大队获悉，去年
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共有 301 人
被县交警大队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
限制申领新驾照，其中，2年内不得
重新申领的有53人，5年内不得重
新申领的有 248 人，另有 3 人被终
身禁驾。

终身禁驾意味着今后再也不能
申领驾照，且不能驾驶机动车了。
这三人不仅被终身禁驾，同时还被
安吉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3至4年
有期徒刑，终身背负案底。

酒后肇事致人死亡
被判处三年多徒刑
2019年3月15日凌晨，胡某驾

驶沪 AYF7**越野车，途经 306 省
道孝丰镇缸岭路段时，与何某驾驶
的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两车
受损，电动车驾驶人何某及乘客王
某受伤。事故发生后，胡某驾车逃
逸。路过事故现场的群众发现何
某、王某受伤后，立即帮忙报警。遗
憾的是，两人经医院抢救无效先后
死亡。

该起事故给何某、王某家属带

来极大的悲痛，而胡某肇事后驾车
逃逸，也给交警侦破案件带来一定
难度。

“事故是凌晨发生的，我们接到
报警后，连夜追查肇事车辆和肇事
司机，通过多种侦查手段，最后在当
天上午9点钟将肇事司机胡某抓获
归案。”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梅
源说，虽然离事发时间过去了八、九
个小时，但经血液检测，胡某体内的
酒精含量仍然有11mg/100ml。在
审讯时，胡某承认了自己酒后驾驶
肇事车辆的违法事实。

由于该起事故涉及两人死亡，
且胡某肇事逃逸，其行为具有“其他
特别恶劣情节”。最后，县人民法院
依法对胡某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
刑。

县交警大队依法对胡某的驾驶
证进行吊销，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
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

醉驾后驾照被吊销
再次醉驾酿下大祸
梅溪镇人冯某在事发前经营

一家公司，2019 年 6 月 13 日，他
晚 饭 喝 了 不 少 酒 ，明 知 自 己 在
2018 年因醉驾被交警部门吊销驾
驶证 5 年，但仍抱着侥幸心理驾驶
车辆。

当晚10点左右，冯某无证驾驶
浙E60Z**轿车，途经鹿唐线宋茗白
茶公司附近路段时，与李某驾驶的

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李
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教唆公
司员工来顶包，幸好被交警及时发
现猫腻，其行为被判定逃逸。经抽
血检测，冯某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
242mg/100ml，属醉驾，且醉酒状
态较严重。

同样悲剧的是，伤者李某抢救
无效于当日死亡，这对李某家属来
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经调查，冯某负该起交通事故
的全部责任。最后，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冯某4年2个月有期徒刑。

同样，胡某也被县交警大队依
法终身禁驾。

醉驾肇事一死一伤
害怕担责弃车逃逸
2019 年 6 月 20 日晚上 8 点 19

分，晓于线梅溪镇星耀溪城华庭路
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与
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事故导
致两车受损，电动三轮车驾驶员叶
某及一名小孩受伤。

交警赶到事故现场，轿车司机
已不知去向。随后，两名伤者被送
往医院抢救，遗憾的是电动三轮车
驾驶员叶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小
孩头部缝了十多针，所幸没有生命
危险。

随后，交警根据车牌号及车辆
信息连夜追查弃车逃逸的肇事驾驶
员欧阳某。欧阳某被抓获归案后，

整个人处于吓懵状态，满嘴酒气。
经血液检查，其体内酒精含量高达
181mg/100ml，属醉驾。

欧阳某交代称，自己喝了好多
酒，因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细
想便选择了逃离。

最后，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欧
阳某3年2个月有期徒刑。欧阳某
同样被交警部门终身禁驾。

找代驾花不了大钱
何须摊上牢狱之灾
生意上应酬，同学、朋友、老乡

聚会，好事喜事庆祝，少不了喝一
杯。相信很多人都会劝告酒后不要
开车，热心的朋友会帮忙找代驾。

事故中队交警给广大驾驶员算
了一笔账，如果喝了酒，那就找个代
驾，在县内代驾最多不过 200 元。
再回头看这三起案件的代价，终身
禁驾，加上3年以上的牢狱之灾，这
个代价何其大。

所以，驾驶人员在酒后千万不
要抱侥幸心理酒驾，更不要自作聪
明演变成牢狱之灾。

被列入终身禁驾黑名单后，交
警部门将对这些人员进行重点管
理，一旦发现禁驾人员驾驶机动车
上路或者到驾校报考驾驶证，系统
就会自动锁定并报警。如果驾驶员
被终身禁驾后仍开车上路，一旦被
交警查获，将按照“无证驾驶”给予
相应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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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陈志豪 ）

发现高空有危险物品坠落，
该怎么办？县公安局巡特警潘振
涛做了最好的演示。7月5日晚，
潘振涛发现县城九州昌硕广场有
高空坠物危险；就在千钧一发之
际，他一边大声疾呼，一边迅速跑
过去疏散行人。

而这惊险的一幕正好被附近
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下来。金石路
与上郎路岔口的监控视频显示，当
晚 9 时 05 分，巡特警队员潘振涛
和搭档孙桂荣正好巡逻至此，他们
偶然抬头发现某幢楼 4 楼平台有
火光，仔细一看是一块广告牌着火
了，且有零星火星往下掉。

“我发现一块东西摇摇欲坠，
赶紧跑过去叫行人快闪开。”潘振
涛说，就在他刚刚将4名行人疏散
开后，“砰”的一声巨响，一块带着

火光的铁皮从4楼砸到地面。
铁皮的表面是塑料，潘振涛迅

速跑到九州昌硕广场物业处拿来
一只灭火器，喷了几下后，就将铁
皮上的火扑灭了。成功处置险情，
前后只用了1分钟时间。

“真险啊！要不是你及时发
现，就悲剧了。”周边的行人纷纷
点赞。

随后，九州昌硕广场物业处和
相关广告牌业主立即组织人员上
楼查看，及时查找原因，排除隐患。

■本报讯

同是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
县来安吉打工的刘某某与韦某某，
此前并不相识，同乡人在异乡相识，
本该是相见恨晚的场面，但让两人

“邂逅”的特殊“缘分”却是一起交通
事故。

2019年4月，韦某某驾驶电瓶
车逆行，与刘某某驾驶的直行电瓶
车发生碰撞，导致刘某某下颌骨骨
折；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
韦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某某就
医后，向韦某某索赔事故造成的各

项损失未果，同年 8 月一纸诉状将
韦某某告上法院，诉请赔偿医药费、
误工费等损失共计29549元。

天有不测风云，同年 8 月 20
日，韦某某在家中遭遇煤气泄漏爆
炸，身体多处严重烧伤。

法院在向其送达起诉状时了解
到该情况后，考虑到韦某某的伤情
无法及时出庭应诉，遂决定将开庭
时间延至同年11月。

开庭当日，韦某某到庭参加庭
审，手臂仍缠着纱布，因伤势严重需
在他人的搀扶下蹒跚行走，嘴部烧
伤也很严重，言语难以表达清楚。

看到同乡的遭遇，刘某某之前
的愤慨也转化为同情。“都是老乡，
来安吉打工谋生，我们都不容易，我
愿意让步，自己承担部分损失。”刘
某某表示。

庭审后，刘某某主动提出调解
方案，只需韦某某支付 2 万元赔偿
款，对于本次诉讼中提起的其他诉
讼请求及后续手术治疗的所有费用
主动予以放弃。

陪同韦某某来法院的同伴也是
水族县人，他替韦某某感谢刘某某
的理解与让步。“我们和所有相识的
老乡已经商量好，大家一起筹钱，帮

助小韦完成赔偿，陪他渡过这次的
难关! ”同伴说道。

韦某某当庭将老乡们筹的 1.5
万元交到刘某某手中，并称剩下的
5000元一时实在难以筹到。

考虑到刘某某在调解过程中
已作出很大让步，且之前举债动手
术，现急需资金进行第二次手术，
韦某某自身需支付大量医药费，无
力支付赔偿款；法院决定剩余的
5000 元以司法救助的形式解两人
之困。近日，刘某某已收到该笔救
助金。

（来源：安吉法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通讯员 黎依）

随着气温升高，灵峰街道浒溪
河畔沙田坝大桥下，数百米的河道
成了一些市民避暑戏水的乐园。
远远望去，水面上人头攒动，一些
孩子还玩起了水枪大战；在岸边，
还有一处用旧布围起来的简陋“更
衣室”。

“浒溪河是一条天然河道，水
底情况无法预测，在此处游泳存在
极大的隐患。”县综合执法局灵峰
执法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河道游
泳还违反了相关法规，据悉，《湖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不得在城市、镇建成区的禁止
水域内进行洗澡、游泳、洗涤、捕捞
等活动。

接到市民反映后，执法队员赴
实地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后，对现

场戏水人员、流动商贩进行有效劝
离。“随着暑假的到来，我们呼吁各
位家长、游泳爱好者带孩子去正规
的游泳池内游泳，不要户外玩水游
泳，以身试险。”灵峰执法所负责人
说。对于当事人初次违法违规，情
节较轻，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能
及时纠正的，执法队员将当场开具

《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书》；对于
情节相对严重的，将责令改正，并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为了减少此类现象发生，灵峰
执法所还深入村（社区）、小区物业
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告知居民
禁止水域相关法律知识。同时加
强监督管理，在河边树立相关警示
牌、添置防护设施、循环播放河道

“小喇叭”，并充分利用“天眼”系统
对重点水域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
人员进入水域游泳，迅速组织队员
开展劝离。

三人酒驾肇事被终身禁驾

酒驾代价何其大 劝君酒后找代驾

原告被撞骨折，被告遭遇意外

县法院实施司法救助巧解困

广告牌着火摇摇欲坠
特警一声疾呼化险情

清清河道不是避暑戏水乐园
执法队员提醒：河道游泳危害大，莫“以身试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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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0572-5895588

投递回访热线：
0572-5687009

安吉城西水厂出厂水水质
检测指标 检测值 国家标准
浊度（NTU） 0.08 ≤1.0
余氯（mg/L） 0.60 ≥0.30

水 质
报 告

为您提供权威实用的资讯 0572-5895588
刊登热线：

当日接稿
次日刊登信息动车

给您搭建有效发布的平台

招 聘

招聘：销售经理
要求：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有较强

的销售能力，有人脉，如果从事过金融相
关工作者优先。薪金面谈！

联系电话：13105723855

广告

安吉数字物流港项目红线图已在马家村村委公
告栏及区域主要沿路沿线张贴公示。

凡在上述红线范围内抢搭、抢装、抢种、抢挖（以
下简称“四抢”）的，将严格按照安政通【2012】2号、安
攻坚清零办发﹝2018﹞9号文件精神，依法予以打击。
红线范围内“四抢”行为一律不赔，立即停止违法犯罪
活动并自行纠正，拒不纠正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广大群众应自觉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互相监督，如有发现“四抢”违法行为
的，应予劝阻并及时举报。

请上述红线区域坟主亲属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至马家村村民委员会办理迁坟登记手续。凡
在红线区域范围内的坟墓务必在2020年10月30日
前迁移完毕。逾期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后期将统一
进行迁移处理。请区域坟主亲属相互转告。

迁坟联系人：田锋
联系方式：15067281109
特此公告

安吉县递铺街道办事处
2020年7月7日

安吉数字物流港项目“四抢”管控及
迁坟公告

因灵峰旅游度假区（灵峰街道）项目建设需
要，下列区块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至
城南社区公墓内。现将下列区块迁坟事宜告知
如下：

一、迁坟范围（具体位置）：城南社区铂金公
馆以东，浒溪南路以南，半岺路以西，独松关路以
北。

二、迁坟时间：请上述迁坟范围内的坟墓主
人务必于公告之日起30天内即2020年7月9日

至2020年8月9日前自行迁移完毕，逾期未迁移
的，一律视为无主坟处理。

三、联系人：
城南社区郑永军
电话 ：0572-5118265 13511229873
特此通告！

安吉县人民政府灵峰街道办事处
2020年7月9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