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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蕊 摄影报道）
市民急盼能在这个路口设置行人红绿灯！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称，冷湖路与
西关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处没有设置行人
通行的红绿灯，行人过马路时很麻烦，常
常发生人车混行的“危险”情况。

4月1日上午11时，记者就此来到冷
湖路与西关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发现该
十字路口处于人多繁华地带且车流量大，
不远处是2路公交车终点站 （省广电局），
附近有虎台杰森花园小区、邮政小区等多
个小区，还有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以及
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十字路口500米处就
是虎台中学。

记者在该十字路口处观察了大约半
小时发现，仅南北向路口通过的行人就
将近有 80 人，其中老年人居多。家住邮
政小区的何大妈告诉记者：“每一次过马
路都是颤颤巍巍的，我家就住这附近，
平常出去买菜、锻炼身体都免不了要过
这个十字路口，每次过马路都得见机行
事，因为这个路口没有行人红绿灯，过
马路不知道时间，过到一半就发现旁边
的车发动了，经常会发生人车混行的情
况，真的很危险，这里确实需要设置行人
红绿灯。”在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十字
路口没有红绿灯过马路确实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这里设置行人红绿
灯。

随后记者联系到西宁市交警支队工作
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十字路口原
来是一个丁字路口，后来改造成为十字路
口，目前交警支队已了解这里的情况，正
与有关部门协商。

这个路口市民急盼红绿灯
本报讯（记者 悠然）4月7日，一辆载有3名陕

西籍游客的越野车，由于道路积雪较厚被困在距
哈拉湖约30公里处。海西消防支队德令哈大队
接到报警后，联系当地多部门将被困人员及车辆
安全救出。

据了解，4月7日1时53分，海西消防支队德
令哈大队接到报警称，陕西籍游客王某某等3人
（两男一女）于4月6日7时驾驶一辆越野车，从德
令哈出发前往哈拉湖旅游至今无法取得联系。
得知情况后，德令哈消防大队立即联合当地公安
局、应急管理局、旅游局等部门集结救援。德令
哈消防大队出动一车 4 人携带救援装备参与救
援。救援队于 7 日 5 时 50 分在距哈拉湖约 30 公
里、海拔4500米处，发现失联人员及车辆，两名男
性体征正常，一名女性有轻微高原反应，由于道
路积雪较厚，车辆被困。救援人员立马将被困人
员转移至救援车辆，提供保暖衣物及食品、矿泉
水，并进行心理安抚。经观察现场地形及环境，
救援队决定分两组实施救援，一组利用铁锹及铁
铤对被困车周围积雪进行铲除，另一组队员利用
50米救援绳结合结绳法延长牵引绳实施救援，6
时40分被困车辆脱困，救援队收整救援装备检查
车辆后，于6时50分返回。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近日，海东市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接到吉某某报警称，
自己银行卡里的2万元现金被他人盗取。接到报警
后，刑侦大队迅速组织民警展开侦查取证工作。

据了解，吉某某陪同家人到循化县农村商业
银行取钱时，因不识字让一位“好心人”帮忙取了
2000元现金。当日16时许，吉某某收到银行卡里
支出现金2万元的手机短信时才得知银行卡被他
人调换，遂报警求助。办案民警根据线索，前往
循化县农村商业银行和银行周边商铺调取了十
几处监控视频。随后，侦查民警通过调查得知，
犯罪嫌疑人在西宁市某银行ATM机盗取了2万
元现金，便前往西宁市展开侦查。办案民警调取
西宁市某银行ATM机监控视频后，进行详细比
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公某某，并对其上网
追逃。案发6天后，办案民警通过蹲点守候，在西
宁市城东区某招待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公某某
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公某某已被循化县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施翔）4月7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宣传处获悉，近日，海东
市民和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故意伤
害致死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4 月 2 日 20 时许，民和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西沟
乡官地村马某在家中被冶某捅死，请
求处警侦查。”接到报警后，民和县公
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西沟派
出所和刑警大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进
行先期处置，在民和县公安局的统一
指挥下，附近派出所精干警力第一时
间带队赶到现场，组织开展发案现场
勘查、走访调查取证、摸排布控和设

卡堵截嫌疑人等案件侦破工作。当日
21时30分许，犯罪嫌疑人冶某迫于压
力到西沟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突击审讯，警方得知，当日19
时40分许，犯罪嫌疑人冶某闻讯父母
与被害人马某因邻里纠纷发生口角
后，便携带刀具前往马某家中将马某
捅伤，马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犯
罪嫌疑人冶某对其持刀将马某捅伤致
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冶某已被民和
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本报讯（记者 悠然） 4 月 5 日 18
时左右，海南州共和县环城东路附近
一木材厂突发大火，当地消防部门紧
急出动火速扑救，事故未造成人员伤
亡。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接到报警的
消防指战员立即赶到了现场，此时木
材厂内的木材已起火，起火部位火焰
很高，过火面积约 500 平方米，救援
人员第一时间利用水枪把火势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防止火势蔓延。经过近
两个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被成功扑
灭，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消防部门提醒：目前正值春季大
风季节，风干物燥，火灾诱发因素
多，稍有疏忽，极易引发火灾事故。
大风天气施工时要注意用电安全，油
漆、稀料等易燃品应存放在远离火
源、阴凉、通风、安全的地方；施工
现场应天天打扫，清除木屑、漆垢、
残渣等可燃物品。动用明火、电焊等
易燃易爆危险劳动作业要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进行。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
119报警；发现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举报。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3 月 31 日 22
时，东川公安分局乐家湾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一男子醉酒后落入湟水河，希望警方能够出警
救助。值班民警韩成善、马琨及时出警救出落
水男子，并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据了解，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落水男子
正平躺在离岸边大概10米左右的河中，只有头
部和腹部露出水面，下半身则已经完全没入河
水中。由于河道内砂石较多，加上夜间气温较
低，该男子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出警民警拨打
120急救后，开始下水救援。醉酒男子一边说
着救救我，一边竭力不让自己淹入水中。在涉
水靠近落水男子身边后，两位民警抬起该男
子，从河中往岸边走。抬上岸后，落水男子的
情绪稳定了下来，他的家人也到达了现场，随
后民警同现场热心群众一同将落水男子抬上
救护车，并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据调查，该落水男子齐某某今年33岁，当
晚与朋友聚会时饮酒较多，在回家的路上因酒
精作用，原本想要扶栏杆上桥却不慎掉入河
中，经过医院救治该男子体征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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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湟中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破获8起以“神医”看病为由实施诈骗的
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湟中县鲁沙尔、多
巴地区连续发生多起以神医看病为由实施诈骗
的案件。案发后，湟中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
组，组织精干警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通过办案
民警串并联系、走访摸排、分析研判等工作，最
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3月28日，民警在
多巴镇将犯罪嫌疑人张启某等3人抓获。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砰！”随
着法槌敲响的清脆声音，都兰法院建
院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该县交通运输
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谭某某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 3 月 28 日 9
时在都兰法院公开审理。

经过近 7 个小时的公开庭审，法
庭当庭宣判：被告人谭某某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60 万
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已扣缴非
法所得 503.3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差额部分
422.549904 万 元 予 以 没 收 ， 上 缴 国
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涉案其他款

物由县监察委依法予以处理。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谭某某在担

任都兰县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长、都兰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工程承建商、
医疗设备供应商谋取利益，多次收
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503.3万元，数
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同时，被告人谭某某作为国家工作人
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达 422.549904 万元，数额巨大，
其不能说明来源，属非法所得，严重
侵犯公家财产权和违反国家廉洁制
度，其行为又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合议庭依据载案证据认定事实，
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讯（记者 一丁 通讯员 俞延浩）面对路政
执法人员和交警执法人员联合设置的治超检查
站，四名货车驾驶人不仅不按照规定接受检查，
反而是猛踩油门试图冲卡，最终这四名驾驶人为
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等待他们的除了经
济处罚外，还将面临行政拘留。

记者从省路政执法总队获悉，近日在海南州
贵德县治超站发生了一起货车驾驶人强行冲卡
事件。据悉，在路警联动执法期间，四辆货车驾
驶人见联动查车，便逆行绕过治超点强行冲卡，
随后被路警联动部门拦查。经检测，四名驾驶人
驾驶的车辆青 A9252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青
A07962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青 A71894 号重型半
挂车、青A9753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均为超限超载
车辆。

对此，贵德县治超站卸载货物并消除违法行
为，卸货20.06吨，填报青海省严重违法超限超载
运输失信当事人名单信息；贵德县交警大队给予
四辆车行政处罚合计6300元，并给四名驾驶人驾
驶证记12分；贵德县运管所给所属车辆源头企业
处罚合计4000元。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第
九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交警部门还将四名违法
驾驶人移送至贵德县公安局，等待他们的分别是
行政拘留十日和十五日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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