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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救援电话”让车主被骗数百元相关报道

“救援电话”

火灾隐患曝光台

网逃人员送妻回娘家暴露端倪
本报株洲讯 因涉嫌诈骗被四川公安部门网

上追逃，株洲醴陵市男子周某友驾车来浏阳路遇
高速交警查车时心生怯意，被高速交警当场机敏
地察觉到。25日，周某友被省高速交警浏阳大队
移交集里派出所处理。

10 月 25 日下午，省高速交警浏阳大队勤务
中队民警在浏洪高速浏阳西收费站执勤时，突然
发现一辆小车在驶入出口行迹异常。“小车在驶
入收费匝道后，并没有跟前车继续往收费匝道行
驶，而是一会靠边停，一会又朝前行驶。”在发现
该车行迹异常后，高速交警刘嘉立即带领辅警黄
启亮准备上前询问，而当看到有交警靠近时，该
小车突然倒车，疑似准备调头逃跑。刘嘉立即上
前将小车拦下，并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尽
管查验证照均无异常，但驾驶员紧张的神情还是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查明真相，刘嘉要求驾驶
员出示身份证，经过查验身份信息，警务通上反
馈的信息证实了之前的怀疑。

刘嘉介绍，男子叫周某友，株洲醴陵市人，是
一名网上通缉在逃人员，此番驾车出现在浏阳，
是准备送其妻子回浏阳娘家，结果在下高速时碰
上了交警，这才紧张得在出口处走走停停。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欧阳丹妮

足浴城未经检查擅自营业被罚款
本报郴州讯 近日，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资

兴市大队依法对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的
资兴市碧涛阁足浴城处停止营业并罚款三万元
的行政处罚。

资兴市碧涛阁足浴城位于资兴市东江街道
水电路水电公馆102、103门面，其主要经营足浴、
洗浴等服务。消防执法人员在开展娱乐场所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时，发现该足浴城未经消防安全
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该行为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消防执法人员立即拍照取证，依法对该
足浴城处停止营业并罚款三万元的处罚。

检查结束后，消防执法人员要求单位负责人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尽快办理相关合法
手续，切实将消防安全工作放到首位。

通讯员袁哲 林思

茶餐厅存多项安全隐患被罚款
本报岳阳讯 近日，岳阳市君山区消防救援

大队对辖区内君山区那家茶茶餐厅消防设施、器
材未保持完整好用的违法行为下发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并处罚款9000元。

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在对位于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区柳林洲街道办事处君临天下 U 栋 114 号
门面二楼的君山区那家茶茶餐厅进行消防监督
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末端试水装置压力为
零、室内消火栓无水等火灾隐患，其消防设施、器
材存在未保持完整等问题，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大队依法立案查处并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经大队集体议案研究讨论后决定，给予
该单位罚款人民币9000元整的处罚，并督促该单
位限期内整改完毕。 通讯员何俊彦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消除隐患
本报娄底讯 近日，娄底涟源市消防救援大

队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工作，
消除辖区重大火灾隐患。

9月 22日，大队在开展消防监督执法检查中
发现，斗笠山镇甘溪幼儿园第四层开设班级，室
内消火栓无水，已构成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要素，
严重威胁场所内人员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经大队集体研究，综合判定斗笠山镇甘溪幼儿园
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同时提请涟源市人民政府
对该单位实施挂牌督办。前期，该大队在日常监
督检查中发现涟源市忠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
角坪分公司（卓越阳光商贸城）存在疏散指示标
志和安全出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50％，家具城
西南角安全出口设置铁艺栅栏门，东北角楼梯间
消火栓无水，自动喷淋管道无水等重大火灾隐
患。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消防监督执法人
员依法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向单位负责
人提出了隐患整改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为督促单位加大对火灾隐患的整改
力度，整改期间，涟源消防部门多次上门督促单
位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加强督导检查和技术帮
扶；按照一单位一策，主动函告相关主管部门研
究解决办法，约谈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目前，这两家单位重大火灾隐患已按要求整改到
位，进入销案摘牌阶段。 通讯员吴伟平

宾馆存重大火灾隐患被临时查封
本报岳阳讯 近日，华容县消防救援大队深

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并对该
辖区内一宾馆进行了临时查封。

大队监督检查人员在对华容县金澳宾馆进
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场所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不能正常运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
用；部分防火门损坏；部分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该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根据《重大火灾隐患
判定方法》有关规定的综合判定标准，判定该场
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大队决定对其进行临
时查封，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5000元的处罚。

据了解，华容消防部门将加大检查和对火灾
隐患单位的整改监督力度，保持严查严治高压态
势，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定。

通讯员何俊彦

本报记者黎棠 长沙报道

此前，本报曾报道过因在高速公路上
没油而选择拨打非法救援电话，非法救援
的人员用塑料瓶子装着油上高速来“救援”
后被罚分罚款的事件。

近日，驾驶员曾先生在湖南高速公路
上遭遇了类似的事情，只是他打了一个电
话后，不但被骗了 400元钱，而且还没人来

“救援”。
最后，他在高速公路的路政人员的帮

助下解了燃眉之急。

交了400元油费，一直没有等到油
高速上汽车没油，司机网上搜到“救援电话”后付了定金没等到救援；高速工作人员帮解决

由于燃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需要专
业的燃油运输车装载运输，所以，若车辆在
高速上发生燃油耗尽的情况，只能将车拖到
服务区内加油，或拖到最近的高速出口寻找
加油站，在事故地点补给燃油是违法违规行
为。近日，G56杭瑞高速岳阳段就发生了这
样一起非法救援，后来高速交警对故障车
驾驶员和非法提供加油车辆的驾驶员都按
照相关法规进行了罚款和扣分的处罚。

8月 15日上午 11时 40分，湖南高速集
团岳阳分公司周家店路政大队接到报警，
称在 G56 杭瑞高速岳阳段 K954+400 西往
东方向的应急车道上停了一台湘A牌照的
故障车辆，正在等待救援，路政大队贺军
勇、杜文沛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施救监管。
到达现场后，经询问故障车驾驶员钟某得
知，该车由于油料耗尽，无法继续行驶，于
是只好停在应急车道上，并且他已经联系

一家车辆维修厂，通过微信支付了380元油
料费和100元路费，现在正在等待联系的车
辆送油过来。

约20分钟后，一辆湘 J牌照的微型面包
车停在了事故车辆后。贺军勇和杜文沛迅
速上前了解情况，经询问得知，驾驶员刘某
经营一家私人修理厂，在接到事故车主电
话后，提出为其提供非法救援的建议，并且
用一个黑色塑料油壶装了30多升的汽油带
了过来。不想这一行为被巡逻人员发现，
让周家店路政队员抓个正着。高速交警随
即赶到现场将非法加油车辆扣走。

据常德高速交警武陵大队民警介绍，
故障车驾驶员钟某由于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相关条例未及时报警，罚款 200元
计3分，非法提供加油车辆驾驶员刘某违法
上路作业，罚款200元计6分的处罚。

记者黎棠 通讯员邓佳
没过多久，湖南高速集团衡阳分公司

蒸湘路产大队巡逻员邓琛、赵嘉便在巡逻
途中发现了曾先生一家人。在提醒曾先生
一家人撤到安全地点并了解情况后，两位
路产大队巡逻员判断，曾先生遇到了骗子：
对方所留的微信号头像是救援车辆的照
片，填写的地址是在外地，而且迟迟不肯送
油过来，这肯定不是湖南高速公路上正规
的救援队伍。

他们告诉曾先生，湖南高速公路有专
业的救援队，并不会发生先转钱再救援的
情况。施救队会先向驾驶员出示《湖南省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费用明示告知单》，
驾驶员签字确认相关协议后，再按照文件
规定收取费用。

他们表示，曾先生所处的位置距离施救
队只有2公里的路程，离下一个服务区不到
10公里。根据湖南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
费用的相关要求，为一型客车提供救援服

务在10公里以内的拖车费只需280元，并建
议曾先生将汽车拖至服务区后自行加油。

最后，两名路产大队巡逻员帮曾先生
联系了就近的蒸湘施救站。不到十分钟，
救援车赶到。路产大队巡逻员在现场进行
施救监管，并对车主发放了施救监管卡，随
后一路护送救援车辆到达服务区，让曾先
生加好油之后继续行驶。

曾先生感到非常庆幸，表示还好遇到
了路产大队巡逻员，不然不但被骗子骗了
钱，还解决不了问题。

高速公路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驾驶员，
驾驶员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
应先将车辆停靠在紧急停车带，打开警示
灯，在行车方向车后 150米摆放三角架牌，
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位置，迅速拨打高
速公路服务电话 12122。切记不要轻易相
信网上其他来历不明的救援电话和转账要
求，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巡逻员识破骗局，帮忙联系施救站

7 月 5 日凌晨 3 时，永州宁远北路政大
队值班人员接到一个153开头的电话，称有
一面包车在二广高速K2327由南往北方向
发生故障，车辆已停靠在安全港湾内，希望
尽快安排车辆前往救援。

3时 20分，施救队到达故障车现场，路
政队员做好现场安全措施，此时司机上前，
要求施救队员确认自己已支付300元定金的
情况。在一旁监管的路政队员怀疑司机被
骗，经进一步询问得知，司机驾驶面包车从
江华前往永州，在途中发生故障，因第一次
在高速发生故障，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用手
机搜寻“高速救援”并拨打了页面弹出的400
开头的电话。电话显示由一山东私人手机

号码转接，在询问了故障车基本情况后报了
一个800元的施救费用，并要求司机加微信
先转 400元定金，说是公司规定先付 50%的
定金再安排救援，剩下费用现场支付，因司
机手机微信只剩 300元就暂时转账 300元，
剩下的到场再结算。在收取了费用后，该号
码拨打了宁远北路政大队值班室救援电话，
声称自己是车主，要求对该车进行救援。

为帮故障车司机挽回损失，避免让更多
的司乘人员上当受骗，宁远北路政大队拨打
了该山东号码，并将事情的严肃性及触犯的
法律告知对方，同时要求立即返还被骗金
额。在宁远北路政大队的劝说下，对方通过
微信退还给面包车司机相关费用。 本报综合

骗取定金后帮忙求救援？

日前，曾先生开车带着家人路过许广高
速衡阳段时，车子突然没油了，完全不能开。

这种情况曾先生是第一次遇到，手足
无措的他下意识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高
速公路救援的处理办法。很快，他搜到一
个自称是高速公路救援的电话，打过去之
后，对方表示要曾先生先支付 400 元的定

金，20分钟之内他们就会给曾先生送汽油，
之后再收取500元的尾款。

赶时间的曾先生没有多想，立刻通过
微信给对方转账400元，希望能早点加油。

然而，等了半个多小时，油还是没有
送到，曾先生一家人站在应急车道上一筹
莫展。

汽车高速路上没油，网上搜到“救援电话”

本报长沙讯 10月26日，第八届全国煤
炭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长沙开幕。

本次大赛由中国煤炭教育协会、煤炭
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全国煤炭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共设置
赛项 6个，分湖南、陕西 2赛区，参赛选手近
300人。

其中，湖南赛区的赛事由湖南安全技
术职业学院承办、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协办，将举行矿井灾害应急救援技术（高
职组）、矿井灾害应急救援技术（中职组）、
矿山测量技术（高职组）三个赛项。

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3
所煤炭院校的188名选手报名参赛，有裁判
员 53 名、参赛院校领队及指导教师 54 名、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近250名，涉赛人员共计
500余名。 文、图/记者张云峰

矿井下的竞技

本报记者骆一歌 长沙报道

10月25日晚8时许，在长沙万家丽高架
桥下，一台豪华品牌轿车突然冒烟，随后猛
烈燃烧起来。在其身旁的3台车由于来不及
撤离，被火团波及。所幸，当时四台车上都
没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6日，潇湘
晨报记者来到事故现场。除了起火车外，其
周边的车也受到了损害，受损的4台车中有3
台被烧成空架。

豪车驾驶员龚先生告诉记者，这台车于
不久前曾进行过一次维修。同时，这也是台
使用了3年的二手车。

事发 豪车驾驶室起火，烧完左边烧右边

10月 25日晚 8时许，有市民称，万家丽
高架桥下有车起火，期间伴有间歇性爆燃
声。据悉，事发地点位于万家丽国际购物广
场附近路段，起火的汽车正好停放在万家丽

高架桥下，桥上以及附近高层住宅均可见明
显浓烟。

目击者介绍，现场受损的共有4台车，根
据目测其中 3台车受损严重。26日，记者来
到了事发现场，4台车仍然停放在原地。起
火的系一台豪车，其余 3台车分别为福特牌
客车、宝沃以及宝骏汽车。肉眼可见的是，
该豪车与福特客车、宝沃汽车的“伤势”最
重，大部分已经被烧成框架；最外侧的宝骏
汽车的驾驶室及左侧受损严重，右侧及后方
较完整。

事发时在现场的摩的司机罗师傅告诉
记者，当时最先起火的是一台豪车，其驾驶
室部位失火后，很快波及到了停放在其左侧
的福特车。而福特车的左侧本来还有一台
车，车主看到状况后及时撤离。“左边空了，
火很快往右边移。”罗师傅介绍，很快豪车右
侧的宝沃汽车也开始猛烈燃烧，宝沃右侧的
宝骏车左侧也相继被引燃。

车主 自燃车辆系使用了3年的二手车

26 日，记者联系上了豪车驾驶员龚先
生，以及其中一台被波及的宝骏汽车车主王
女士。

王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前她将车停在万
家丽高架桥下后去附近吃饭。等她接到消
息打算挪车时，火势已经相当猛烈。由于最
先燃烧的是车左侧部位，王女士无法近身。
她介绍，自己从事装修工作，这台宝骏汽车
是家中唯一一台交通工具。目前车已经无
法继续使用，业务受阻，将给生活和工作带
来很大的影响，希望事情能尽快得到妥善
处理。

龚先生介绍，这台豪车系2017年于广东
东莞购买的二手车。最初买来时，这台车的
里程数已有十几万公里，在之后使用的三年
里，该车一直定期做保养，绝大部分时间里
使用状态比较正常。

事发两天前，该车出现故障，后在望城
区一家修车行修理。

25日下午 2时许，由于经常停车的地方
没有车位，龚先生将车停在了万家丽高架
桥底下。下午 6时许，他来挪车时发现车子
无法启动，遂在附近找到维修人员帮助其
搭电。“第一次没搭着，师傅来了第二次能
启动了。”

然而，这时车子突然出现灯光闪烁、雨
刮器晃动等异常状况。“我以为是自己碰到
什么，结果发现不是。”意识到不对，龚先生
赶紧上前将车钥匙拔离，这时车内已经开始
冒烟。之后，他急忙通知周边的车主，并试
图用灭火器自救，但由于火势迅猛 4台车已
经来不及撤离。

事发后，车主已紧急从外地赶回来一同
处理相关事宜。目前，消防、交警、保险公司
与修车行等方面已介入，需查明起火原因，
再进行下一步定损与定责。

豪车自燃“伤及”无辜，3台车烧成空架
车主：系使用3年的二手车，不久前曾进行过维修

汽修厂非法救援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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