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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无牌大功率摩托车玩漂移
22 岁小伙被查获记 12 分罚款 200 元
本 报 讯 （叶 明 文 胡 艳
卢向波） 6 月 10 日，安庆交警
三大队针对文苑路和朝阳路等
路段部分社会车辆在此飙车现
象进行整治。
在加宝工业园区东侧与安
踏工业园中间是文苑路，这里
虽然是断头路。但时常有大功
率摩托车进行漂移急转、飚
车。对周边工业园区、后面村

庄人员出行安全，构成极大威
胁。6 月 10 日，安庆公安交警
部门接举报后，立即通知辖区
交警三大队加大路面管控。6
月 10 日 16 时许，安庆交警三
大队查获郑某某驾驶无牌大功
率摩托车。
经查，郑某某，22 岁，持
有驾驶证 E 证，深知该车属超
标车辆，无法上牌。

执勤民警当场查扣该
车，针对郑某某未取得机动
车号牌仍上道路行驶的违法
行 为 ， 依 法 对 郑 某 某 记 12
分，罚款 200 元。同时，对该
车来源及相关改装情况正在
做进一步调查，将依据调查
结果依法严肃处理。
交警部门提醒，无牌无证
摩托车禁止上路行驶，且不得

进行非法改装。这些噪音大、
严重扰民的摩托车驾车者多为
20 岁左右年轻人，且为追求
强烈的刺激进行飙车，这既
给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也不利于驾车者自身
的安全。加上该类摩托车大
多无牌，驾驶人在驾车时超
速、逆向行驶、横冲直闯，极
易发生肇事逃逸。

交警部门将持续加大对
该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涉及无牌无证驾驶的一律
顶格处罚。并将通过“天
网”系统重点分析研判该类
摩托车的行驶路段及行驶轨
迹，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
查纠该类重点违法行为的整
治方案，全力净化我市道路
通行环境。

七旬老人捡到钱包拾金不昧

6 月 9 日，市迎江区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组织近 200 名执法人员对程墩路骑路市场占道的
铁棚、门招等设施进行集中拆除。经过一整天的拆违，该道路两侧 200 多个占道的铁棚和门招被破
坏性拆除，拆除面积约 1800 平方米。据了解，程墩路骑路市场形成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叶，20 多
年来一直是城市管理和文明创建中的“顽疾”。自 6 月 9 日开始，该骑路市场被正式取缔，实现程
墩路道路通畅，还道于民。
杨磊 徐勇进 摄

本报讯（汪华 记者 王
虎）今年 6 月 8 日中午，一名老
人非常着急地来到桐城市文
昌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告诉党
政办主任刘关自己上午在该
市彩虹桥桥头捡到了一个钱
包，
没有打开看。刘关打开钱
包后发现里面有手机、身份
证、银行卡等重要物件，还有
几百元的现金。老人说捡到
钱包后，害怕被人冒领，谁也
不敢给，
还是交给街道办事处
最放心。
老人名叫唐久清，
今年已
经 79 岁，是桐城中学一名退
休职工。上午 10 时许，他在
去桐城中学新实验楼办事途
中经过彩虹桥，
在桥头的马路
上发现有一红色的钱包。老
人捡起钱包想着丢钱包的人
肯定非常着急，
为了尽快把钱
包还给失主，
老人办好事后顾
不上休息，
带着钱包来到文昌

街道，
想通过街道找到失主。
“你们快帮忙找找钱包的
主人吧！”老人拜托刘关要尽
快帮忙找到失主，
减少不必要
的损失。从钱包中的身份证
得知，失主是陈女士，家住该
市新渡镇。随后，
刘关根据身
份证上的信息，
与新渡镇党政
办取得联系。最终，
在新渡镇
党政办的帮助下，
刘关成功地
找到了失主陈女士。陈女士
得知自己的钱包被一位老人
捡到后，感激万分。当日下
午，陈女士来到文昌街道，接
过失而复得的钱包，
对拾金不
昧的老人和文昌街道办事处
一再表示感谢。
陈女士称 ，当天高 考 ，
自己两个孩子都放假在家。
上午 10 时许，她骑着电动车
带着两小孩外出办事，坐在
电动车后座的大女儿不慎将
钱包掉落。

男子为报复前妻网聊
微信群里转发未经核实的虚假涉恐信息

姐妹俩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抓
本报讯（陈达 卢向波）因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近日，
安庆市公安局大南门派出所将
张某英（女）抓获后，根据相关
法律，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了悔
过、罚款等处罚。同日，张某英
的姐姐张某某在微信群里转发
了未经核实的虚假涉恐信息，
被双井街派出所抓获。
5 月 24 日，大南门派出所
办案队民警在日常工作中获得
一条线索：辖区内一居民在微

信群内发布虚假恐怖信息，称
“某地有十几个恐怖分子来到
了安庆，晚上尽量不要外出，
尽量不到人群集中的地方去，
注意安全”。该信息被不明真
相跟风网友转发。5 月 28 日，
民警在缜密侦查后将违法嫌疑
人张某英抓获。
1966 年出生的张某英是安
庆市人。张某英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自己为了图娱乐在微信群
内发布虚假恐怖信息的违法行

为，依据相关法律，民警依法对
其作出了悔过、罚款等处罚。
同日，张某英的姐姐张某
某在微信群里转发了未经核实
的虚假涉恐信息，被双井街
派出所抓获，通过民警耐心
的普法宣传教育，张某某后
悔不已，主动交代了信息来
源和违法事实，表示以后一
定引以为戒，不信谣、不传
谣。双井街派出所对张某某
给予了行政处罚。

岳西法院执行攻坚促民事调解
本报讯（韩晓将）岳西法院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火爆开展
之后，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也
有力促进了民事调解工作。
日前，
岳西法院店前法庭向

聂某送达金融借款案件的应诉
材料后，
当天下午聂某就联系银
行工作人员还款，
案件得以圆满
解决。
连日来，店前法庭已有

10 余 件 涉 及 欠 款 类 纠 纷 调 解
结案，6 件案件履行完毕，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辐射
影响效应在民事审判中也得以
较好体现。

痛下狠手致其重伤
本 报 讯 （刘 浩 记 者
周国庆） 俗话说：
“一日夫妻
百日恩”
。就算没有感情离婚
了也应尊重对方、祝福对
方，有了矛盾应好好沟通解
决。然而，犯罪嫌疑人汪某
却因生活琐事不念旧情，对
其前妻宋某痛下狠手，致其
严重受伤。11 日，太湖县人
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汪
某提起公诉。
汪某、宋某于 2003 年一
起在外打工而相识结婚，婚
后育有一女，现正读初三，
即将参加中考，夫妻二人都
会缝纫技术，如果夫妻同
心，生活应该很幸福，但是
自 2017 年 7 月开始，宋某开
始迷上了手机“全民 K 歌”，
还常与主播互动，言语暧
昧。汪某发现后，开始怀疑
妻子宋某精神出轨，不允许
其网聊，遭到宋某否认与拒
绝，夫妻感情逐渐疏远，经
常争吵。
今年 3 月份两人协议离

婚，但是双方仍生活在一个
屋檐下，离婚后几天的一个
清晨，汪某上厕所经过宋某
房间门口时偶然听见宋某又
在利用手机网上聊天，
于是以
找宋某有事为由将其叫到自
己房间，
要求宋某不要迷恋网
聊并与其重归于好，
被宋某拒
绝。汪某恼羞成怒，
将宋某摁
倒，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
向其眼睛刺去，
宋某忙用双手
护眼，
失去理智的汪某就将刀
刺到她的手上，
并通过指缝刺
向她的眼睛，致其右眼球脱
落，
然后汪某又拿起身旁的开
水瓶将剩余的半瓶开水向宋
某身上淋去，
将其烫伤。后经
诊断，宋某右眼完全失明，
左眼视力严重下降，手部等
部位烫伤，经法医鉴定为重
伤二级。
检察官审查认为，汪某
的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罪，
并且手段特别残忍，应依法
予以严惩，等待汪某的将是
法律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