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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路下穿隧道积水变汪洋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摄影报道）12 月 27
日上午，城东区互助路下穿隧道东口发生大
面积积水，由于天气寒冷，导致路面结冰，交
通出现短暂拥堵现象。经各部门紧张处理，7
小时后，路面积水结冰已清理完毕，该路段交
通已恢复正常。据西宁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
初步调查，该路段积水漫路是由于隧道内自
来水管道破裂造成的。

冰。

路面，
再将淤泥清除。
截至记者发稿时，互助路下穿隧道的积
清理 7 小时交通恢复正常
水结冰已清除完毕，经过 7 个小时的清理工
接到报警后，西宁市排水公司、西宁供 作，
该路段交通已恢复正常。
水集团、城东区城管局、城东区交警支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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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进行处理。上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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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没有造成车辆和人员伤亡。随后，
城管部 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
下穿隧道口积水变汪洋
门也对现场进行暂时性封闭处理，
为了及时 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功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27 日 7 时半左右， 排水，工作人员将隧道口的几个排水口打 能，这里有 10 多 万 粉 丝
当他驱车经过互助路下穿隧道时看到，隧道 开，待排水过后，再进行融雪铲冰。下午 3 正 在 与 您 交 朋 友 ，一 起
东口积水漫路，过往的车辆车速缓慢。据张 时许，
记者从现场看到，
积水已排干净，
隧道 畅 评 新 闻 事 件 ，今 天 的
先生描述，当时积水已经漫过隧道内的道牙 东口的结冰也基本铲完，
工作人员正在撒最 热点是：
火车站下互助路
石，由于天气寒冷，隧道内积水较浅的地方已 后一遍的融雪剂进行除冰。为了彻底清理 隧 道 ，今 日 上 演 水 漫 金
大面积结冰，由于隧道西口无积水结冰，所以 隧道，12 月 28 日城管部门将用扫水车清洗 山，
怎么回事？
不明情况的车辆不断从西口驶进，造成隧道
内出现较长时间的堵车。
隧道内约百米积水结冰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互助路下穿隧道东
口，看到环卫工人正在现场进行紧张处理。
据城东区城管局执法大队火车站中队队长蔡
振靓介绍，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东口相对的隧
道口都有积水结冰。经勘查发现，水是从东
口南隧道口处流出，漫过隧道道牙石流向北
隧道内，再加上天气寒冷，隧道内的积水出现
结冰，结冰面积直至隧道口向内 100 米左右范
围。
自来水管爆裂或是主因
据蔡振靓介绍，隧道内的积水是由自来
水管道破裂导致的。蔡振靓告诉记者，具体
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经过西宁市排水
公司、西宁供水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分
析，事故原因是 26 日隧道内停电导致自来水
管的水泵无法正常循环，加之天气寒冷自来
水管出现破裂造成的第二天大面积积水结

本报讯（记者 施翔）本是上下级关系，
上司却以介绍朋友为名，伙同朋友强行猥
亵下属。近日，城西公安分局彭家寨派出
所成功破获一起猥亵侮辱妇女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2 名。
犯罪嫌疑人李某为海湖新区某足浴
店经理，受害人张某（女）为该足浴店员
工。12 月 23 日，李某与张某下班后在店内
喝酒，在喝酒期间，李某在得知张某没有
男朋友后，便自告奋勇要给张某介绍男朋
友。当日 3 时许，李某以换地方喝酒为由，
将张某拉至海湖新区科技馆下隧道内，在

经理伙同朋友

强行猥亵女员工
此期间，李某打电话叫来了朋友马某，3 人
见面后，马某提议在自己的车上喝酒，3 人
便一同坐在马某车的后排座位喝酒，在喝
酒过程中，马某逐渐对张某动手动脚，在
遭到张某的反抗后，李某与马某强行将张
某压到在后排座位上，并对其进行强行抚
摸，后李某与马某驾车逃离现场。
待两人离开后，张某迅速报警，接到
报警后，彭家寨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对此案展开调查，经过民警对李某、马某
家人的大量工作，12 月 25 日，李某、马某前
往派出所自首。
经审讯，李某、马某对违背受害人张
某意愿，强行猥亵、侮辱被害人张某一事
供认不讳，目前，李某、马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
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
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
松掌握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
还开通评论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
在与您交朋友，一
起畅评新闻事件，
今天的热点是：西
宁一经理和朋友
强行猥亵女下属，
职场女性如何保
护自己。

互助路下穿隧道结冰 7 小时大清理。

疏忽大意竟将好友碾死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两男子好心帮同
事洗车，没想到，在洗车的过程中因为粗
心大意，其中一男子在调转车辆的时候
将另外一名男子撞倒，当时车轮碾轧该
男子的上半身致其当场死亡。
近日，记者从海东市乐都区检察院
了解到，男子石某与男子张某同为乐都
区某有限公司职工，平日里两人关系甚
好，是好同事兼好朋友。
2014 年 7 月 3 日 17 时左右，男子石
某与张某在乐都区某有限公司院内帮
搅拌罐车司机鲍某某洗车，等车身洗好
后，石某上车驾驶车辆掉头预备清洗车

头，期间因疏忽大意将同事张某撞倒，
之后车辆右后轮碾轧张某的上半身，致
其当场死亡。
经法医鉴定：张某系生前头部、胸腹
部受外力作用致颅脑、胸腹脏器损伤死
亡，案发后，石某赔偿张某亲属经济损失
42 万元，取得了其亲属的谅解。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
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
三款之规定，近日，海东市乐都区法院一
审判决如下：石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31 个批次成品油抽检不合格
本报讯（记者 一丁）为进一步强化
我省成品油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经营秩
序、减少大气污染，省工商局从 10 月
份开始，集中对全省的成品油进行了
抽样检查，期间共抽检了 186 个加油
站 417 个批次的油品，有 31 个批次的
油品不合格。对此，省工商局已督促
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检
测出有不合格产品的加油站依法进行
了查处。这是记者 12 月 16 日从省工商
局获悉的。
为确保此次抽检工作的公平公正，
省工商局首先面向社会招标了 2015 年
度青海省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抽检单位
资格，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检测人
员设备实力、抽样检验服务能力、综合
报价情况等进行评标，最终确定由青海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承办此次成品油
抽检工作。此后，省工商局指导全省各
地工商部门结合换发新版营业执照机
会，对辖区内所有成品油加油站进行了

摸底，并建立了加油站台账，详细记录
各站点基本登记注册信息以及储油能
力。在此基础上，工商部门还成立了两
个抽检工作小组，按照加油站分布的密
集程度进行了分工，确定了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普通柴油的主要检测指标，
明确了社会加油站覆盖面不低于 50%，
对有投诉举报的加油站必须抽检的抽检
比例和要求。据悉，此次抽检历时 18
天、行程 8700 公里、共抽检了省内 186
家加油站销售的 97 号、93 号汽油和 0
号、-10 号、-20 号、-35 号柴油 6 个规
格 417 个批次的油品，是历年来覆盖最
广、品种最全、行程最长、效率最高的
一次成品油抽检工作。经检测，合格
386 个批次，不合格 31 个批次，合格率
76.92% ， 其 中 汽 油 不 合 格 17 个 批 次 ，
不合格项目主要是硫含量和烯烃含量；
柴油不合格 14 个批次，不合格项目主
要是硫含量、闪点 （闭口）、冷滤点、
凝点、铜片腐蚀。

手头拮据竟合伙抢劫好友
本报讯（记者 施翔）12 月 21 日，城西
公安分局兴海路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持刀
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这两名嫌疑
人均未成年，其中持刀抢劫的嫌疑人竟然
只有 14 岁。
目光锁定胆小的朋友
小龙（化名，19 岁）和阿飞（化名，17
岁）本是朋友，阿飞整天无所事事，没有固
定的收入，而小龙则在一家企业打工，收入
相对稳定。两人时常出去相聚，在每次聚
餐中，小龙都抢着买单，在交往中，阿飞发
现小龙有些胆小怕事，手头拮据的他决定
从小龙身上弄点钱花花，他认为，以小龙的
性格多半会忍气吞声。
12 月 16 日，阿飞在曹家寨自己租住的
房屋内正在想怎么弄钱的事情，与他合租
的阿力（化名，14 岁）刚好回来，阿力也没
有工作，辍学之后长期混迹社会，阿飞将
“弄钱”的想法告诉阿力后，两人一拍即合。
发工资当天约出朋友
阿飞知道 16 日是小龙发工资的日子，
当晚，阿飞以上网的名义将小龙约到了曹
家寨某网吧，同去的还有阿力。3 人上完
网后，阿飞便向小龙提出借几百元钱用用，
知道阿飞品行的小龙并不愿意将钱借给阿
飞。
此时，阿力一把将小龙推进一条巷道
内，并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逼住小龙说：
“你算什么朋友，我朋友向你借点钱，你还
不愿意。”在威逼之下，小龙只得答应两人
借钱的要求，但小龙表示，自己并没有带
钱，钱在宿舍内，阿飞和阿力表示要和小龙
一同回宿舍取钱。
宿舍之内被好友抢劫
次日凌晨 3 时许，小龙等 3 人打车到达
了位于中华巷小龙宿舍的楼下，小龙表示
自己上去拿钱，要阿飞、阿力等自己。
由于小龙住的是员工宿舍，宿舍之内
同事比较多，小龙认为阿飞和阿力不敢上
宿舍来要钱，回到宿舍后，小龙便将电话关
机躺在了床上。
阿飞和阿力等了 20 分钟左右后还没
有见小龙下来，便敲开了小龙的宿舍，由
于宿舍内人比较多，一进门，阿力便拿出
刀子说道：
“小龙欠我们的钱，我们是来要
钱的！”在两人的威逼之下，小龙先是拿出
了 1000 元给了两人，但阿飞并不满足，两
人再次从小龙处抢走 500 元后，离开了宿
舍。
两人走后，小龙迅速向公安机关报案，
接到报案后，兴海路派出所迅速赶往现场，
由于小龙并不知道阿飞的真实姓名，两人
均以绰号相称，民警随即展开了摸排走访
工作，12 月 21 日，民警在青海民院附近一
网吧内将阿飞、阿力抓获。

男子边加油边吸烟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海南州贵
南县一加油站内，一名男子因在加油时吸
烟，被电子监控拍下，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这一小小的举动换来的是被拘留的处
罚。
据了解，该男子当日骑着摩托车嘴叼
一支香烟进入了加油站，全然不顾身旁
“严禁烟火”的告示牌。加油站工作人员
发现后立即上前劝阻，然而该男子竟不
以为然，
不仅拒绝熄灭香烟，
并且态度蛮
横，
依旧我行我素。然而这一切，
恰好被
正在进行消防安全视频巡查的贵南县公
安消防大队执法人员看在眼里。在与加
油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后，消防执法人
员迅速赶到加油站，但该男子拒不承认
自己的违法行为。消防执法人员随即调
出消防安全监控视频，该男子看过视频
后“傻了眼”。随后，该男子被公安民警
带至派出所。经审查，该男子对在加油
站吸烟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警方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给予其行政
拘留 5 日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