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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线

5小时连发两起连环撞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赵郁

套用别人车牌 安装非法装置“跑得快”

一黑出租小区内被查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赵健）
17日下午，一辆冒充“正

规军”的黑出租车停在一小
区时，被接到举报的交通稽
查人员查获。

近日，青岛交通稽查支
队的执法人员接到兴义支
路附近的市民举报，称有一
辆出租车平时总在附近小
区内停着，不像正规出租车
那样一直在路上，怀疑该车
是假冒的出租。17日下午
16点左右，交通稽查执法
人员根据市民举报，在兴义
支路附近，找到了这辆车号
是鲁U T3607的绿色桑塔
纳3000出租车。走近发现，
该车车门上喷着“青岛天鹅
出租汽车公司”字样，但没
有后车牌。

经过和青岛天鹅出租
汽车公司联系得知真正的
鲁U T3607出租车正在外
面修车。执法人员进一步调
查发现，现场这部车的车牌
竟然是一张假牌子，而且车
辆的计价器上还装有非法
装置“跑得快”。交通稽查人
员立即通过天鹅出租公司

将真正的鲁U T3607出租
车调至现场。

发现自己的车被套牌，
该车车主盖某非常气愤。原
来，最近一个多月盖师傅经
常接到自己被投诉的消息，
但是一调表检查，发现盖师
傅根本就没有在被举报的
时间干活。老是替人背黑
锅，盖师傅十分郁闷。此次
冒牌黑车被查，着实让他松
了一口气。

由于当时这辆“黑”出
租车的车主没有出现，交通
稽查支队执法人员联系拖
车将该车拖走，同时将继续
调查落实该车车主的下
落。对该车的违法行为，
交通稽查支队还将根据
《青岛市出租汽车客运管
理条例》的规定，对“黑
车”车主处以 3万元的罚
款。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出
租汽车驾驶员，如果发现套
牌出租“黑车”一定及时举
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建议市民在乘坐出
租车时，一定注意索要发
票 ，发 现 黑 车 及 时 拨 打
82817777举报。

楼上晒衣服碰落石块

楼下过路行人头破血流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赵波） 走在路上竟被石

头砸头。17日下午，苏女士
在黄台路派出所附近的居
民楼下行走时，被一块拳头
大小的石头砸中头部，顿时
鲜血直流。原来是4楼居民
晒衣服不小心碰落了阳台
的石块，最后房主来到医院
表示了道歉。

在市立医院急诊室，受
伤的苏女士正躺在担架床
上，已经打上吊瓶，额头上
已经被包扎上一层纱布，她
的丈夫在一旁陪护。“我们
准备去买菜，路过黄台派出
所的一个居民楼时，突然楼

上掉下一块拳头大小的石
块来。”苏女士的丈夫说，他
妻子顿时头破血流，结果石
块是楼上掉下来的，房主下
楼查看后承认是她碰掉了
石头。

碰落石头的住户最后
也赶到医院并表示，掉落的
石块是她家用来晒衣服的，
今天收拾阳台时不小心碰
下了石块，结果正巧砸在苏
女士头上，最后该住户表示
她将负担苏女士的一切医
疗费用。记者从市立医院了
解到，苏女士头皮外伤，需
在医院治疗。 （奖励线
索提供人庄先生30元）

本报 11月 17日讯（记者
张杰） 本想利用课余时

间赚点钱，可交了300块钱
押金后，却再找不到老板。
17日，十多名大学生向记者
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因找不
到公司老板，押金没法要
回，近3000块钱的押金打了
水漂。

“我们被骗了，近3000
块钱的押金不知道向谁去
要，估计打水漂了。”17日
下午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专
业大四学生赵恒告诉记者，
为了减轻负担，准备利用业

余时间做点兼职， 1 0月 3 1
日，他在青大一路的招聘栏
上看了一则招聘广告，内容
是市北区三代工艺制作室招
聘兼职人员，地址在台东一
路68号。工作内容是刻纸刻
窗花，工资按件结算，每件
20—80元，可以带回学校工
作。“我当时觉得挺合适
的，时间也比较自由，就联
系他们并去工作室看了一
下，觉得挺正规的，就打算
和他们签订合同。”赵恒
说。

和赵恒一起报名做兼职

的一共有10个大学生，他们
大多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和青
岛大学。11月10日，当赵恒
他们再次来到公司时发现公
司已经锁了门。“ 1 0日那
天，我再来时，公司已经锁
门了，打原来的电话也打不
通，我这才怀疑我们被骗
了。”赵恒告诉记者，

17日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台东一路68号的三代工艺
制作室发现门已经锁住，门
上贴着“因公司内部调整，
公司现在关闭，由此带来的
不便，请您谅解。”“他们9号

就搬走了，房租已经到期
了，早就没人了。”房东告
诉记者。

在网站上记者查到了，
三代工艺制作室的招聘兼职
信息，记者按照网站上的电
话联系对方时，对方声称自
己并不是三代工艺制作室的
工作人员。

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宋
华波律师表示，像赵恒这种
情况，首先应该去公安局报
案，或者去工商局查询公司
的注册信息，然后去法院对
该公司进行起诉。

老板收了押金“蒸发”
十余名学生近3000元打水漂

17日中午12点，一辆停着等信号灯的208路公交车遭了殃，被一辆运输
轿车的空挂车撞了。当时空挂车左转，因为车斗太长撞到了公交车左侧车
头，将驾驶室侧面玻璃撞碎。所幸无人伤亡。

本报记者 赵壁 摄影报道

17日下午1时，在东海中路
银海大世界院内的联谊驾校练
车场上，一辆黑色私家车在驶离
停车场时将一辆停在路边的教
练车撞出六七米远，导致该教练
车朝正在前面行走的一家三口
冲去。所幸车速较慢，被撞者仅
父亲一人受轻微伤。

17日下午2时左右，记者赶
到东部市立医院见到了被撞者
孙先生和肇事车主。据急诊外科
主治医师林大夫介绍，孙先生受
伤不重，仅双膝存在软组织挫
伤。 因肇事方和被撞方正在协
商，双方均不愿多谈事发经过。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教练车
停在练车场东北角一侧，而教练
在车内午休。而这时，一辆黑色
的尼桑车从后面撞到了教练车
尾部，将它顶出六七米远。而这

辆教练车，又撞上正在前面行走
的一家三口。“尼桑车前面撞凹
了一块，教练车轮胎后的刹车痕
迹很明显。”目击者说。

随后记者来到事发地点，位
于东海中路银海大世界院内的
联谊驾校练车场上。发生车祸的
教练车和尼桑车已被拖走，偌大
的练车场中间，几辆教练车在不
停地重复前进、后退的动作，而
在练车场边上停满了各种各样
的私家车。“这本来是个停车场，
联谊驾驶借用来当练车场地
使。”现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表示，联谊驾校的练车
场旁边就是饭店和羽毛球馆，每
天都有很多私家车驶进来停靠。
“本来就不应该把驾校的场

地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附近
居民孙老先生说。

7日17时30分许，在通往
福宁立交桥的福州北路路段，
一辆出租车看到桥口堵着的
车后，紧急刹车，导致紧跟其
后的四辆车连环追尾，所幸没
有人员受伤。
“福州北路上五辆车连环

追尾了。”17时 34分，市民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在福
宁立交桥的福州北路入口
处，一辆出租车由北向南快
速行驶到附近时发现，立交
桥入口被三辆私家车堵着，
司机紧急刹车后停了下来，
导致紧跟其后的四辆车连环
追尾。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时，交
警正在了解事情经过，连环追
尾的五辆车靠近隔离墩停着，
从南向北依次是出租车、雪佛

兰轿车、丰田轿车、面包车和
东风标致，其中东风标致的车
头顶在前方的面包车尾处，
引擎盖向上卷曲了起来，并
且导致面包车的后车轮完全
离地。

记者注意到，蓝色的出
租车前方十几米就是福宁
立交桥，在入口处停着三辆
车。记者从现场交警处了解
到，1 7时 2 0分左右，这三辆
车发生轻微刮擦，三名司机
正在争论由谁承担责任，结
果不到十分钟后，一辆出租
车自北向南快速驶来，当司
机看到立交桥入口被车堵
住时，紧急刹车，没想到紧
跟其后的四辆车没反应过
来，撞到了一起，所幸没有
人员伤亡。

17日下午，间

隔不到 5小时，青

岛市内连续发生两

起车祸，一起因为

驾校训练场地与停

车场混用，一辆私

家车追尾教练车撞

向一家三口，致使

父亲受轻伤。一起

因为出租车紧急刹

车，导致五车连撞，

所幸两起车祸并没

有造成人员死亡。

私家车追尾教练车行人遭殃 出租急刹车导致五车连撞

空挂车转弯

车斗甩到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