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于欣鹭 摄影报道）7月5日11
时30分，牟平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
称：龙泉镇北夼村天齐夼山有位男性驴
友在爬山过程中，不慎从山上跌落，导致
头部和躯干受伤，无法下山，急需救援。
正阳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2车12人
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11点55分左右，消防员到达事发山
脚下，只见周围山路陡峭，救援环境恶
劣。消防员询问与受伤男子同行的驴友
得知，事发地点距离山脚还有近4公里
山路。由于车辆无法直接开到救援地
点，消防员们只能带着担架、山岳救助背
包等各类救援器材，徒步登山救人。在
同行驴友的指引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艰难攀爬，消防员终于到达了伤者被困
的位置。

因伤者摔伤部位为头部和躯干，为
防止发生二次伤害，随行的医护人员首

先对伤者进行了初步诊断，并简单处理
了伤口。随后，消防员利用多功能救援
担架对伤者实施固定后，开始往山下转
移。由于山路碎石较多，且没有固定的
下山道路，给救援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消
防员轮流抬着担架，经过一个半小时左
右的艰难行进，终于将伤者抬下山，送往
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因救援及时，
受伤男子没有生命危险。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部分游客和驴
友安全意识淡薄，逃生自救能力不强，导
致山岳遇险事故时有发生。在此，牟平
消防提醒：户外登山，切勿登高涉险，中
途要适当休息，避免因过度疲劳导致意
外发生。攀登前，要了解山上的环境、气
候特点，事先规划好登山路线，最好有熟
悉山势的向导带路，切勿盲目在山中摸
索前行。登山应结伴出行，遇到危险或
发生意外后，可以相互帮助，并能及时向
有关部门求助。

一驴友登山头部受伤
牟平消防12人紧急救援

政法政法08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闫晓智/美术编辑/姜涛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
讯员 衣春霖 王迪 小娱 摄影报道）人民
法庭，人员少规模小，常在司法服务中唱

“配角戏”。在牟平法院，“小法庭”却做起
司法为民“大文章”，唱起基层综治管理“重
头戏”。继去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后，牟平法院
大窑法庭近日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
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拿下
又一个“国字头”荣誉。

走进牟平法院大窑法庭，“一站式”诉
讼服务让很多第一次打官司的群众倍感温
暖。诉讼服务中心集立案、导诉、分流、送
达、保全、调解多项服务功能于一体，实现
诉讼服务“自助办”“一键办”，网上立案率
达100%。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到赔偿款，没
花一分钱，来法庭的第二天就调解成了。”
昨天，在大窑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调
解中心，当事人姜大叔拿到了第一笔赔偿

款。“交通事故发生半年多了，对方一直
拖，就是不赔钱。法庭真是帮了大忙，要
知道官司可以这么打，早就来了。”

去年，牟平法院探索推行道路交通一
体化处理工作模式，给全区化解道路交通
事故纠纷按下了“快捷键”。依托道路交
通纠纷审理团队，牟平法院运用大数据技
术，整合法院、公安、保险等资源，在大窑
法庭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调解中

心，将调解和鉴定前置，以“人民调解+司
法确认”的方式，推动全区道路交通事故
案件一站式、透明化、高效性化解。

在发挥法庭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上，
牟平法院一直走在全市前列，早在2016年
即在大窑法庭尝试深化家事审判改革。家
事审判庭调解室别具特色，一张圆形桌，双
方当事人并肩而坐，法官居间调解。席签
上，不再是“原告”和“被告”，而是“妻子”和

“丈夫”、“父母”和“子女”。双方当事人不
再对簿公堂，而是在“家”的氛围中促膝长
谈，此外还有“四大员”为问题家庭排忧解
难。作为全省八家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
之一，牟平法院在全市率先建起一套专业
化解决家事案件的审判工作机制和社会联
动机制。家事审判团队组建 4年来，为
1802个家庭提供了调解、心理疏导、回访
等司法服务，挽救危机婚姻37例。

在坚持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家事矛
盾柔性化处理的同时，大窑法庭还推行涉
农案件简便化。打造专业化涉农纠纷审理
团队，高效审理涉农案件。创新巡回审理
制度，开展司法进社区、进农村、进农户活
动，为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安排上门立案、调
解，为方便外出人员诉讼安排假日法庭，为
方便农民诉讼安排田间地头开庭。4年
来，涉农案件调解率达81%，三个月内审结
率达94%。近年来，大窑法庭连续多次被
授予市级“文明单位”“全市政法满意单位”

“集体三等功”等荣誉称号。去年，荣获“山
东省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集体”等荣誉。近日，大窑法庭
新获“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坚持司法为民，牟平法院拿下一个又
一个“国字头”荣誉。

“小法庭”做好司法为民“大文章”
牟平法院大窑法庭连获“国字头”荣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
讯员 海波 先媛 摄影报道）9日，在市区
南大街与大海阳交叉口出现了一批“特殊”
的交通志愿者，他们身穿反光背心，手持

“文明出行”的小旗，或引导市民快速通过
马路，或劝导市民不要闯红灯过斑马线，一
板一眼、井井有条。说他们“特殊”，是因为
这些志愿者都是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驾
驶证被扣满12分的驾驶员。

8日上午7点整，7名驾驶员准时到达
文化路市交警一大队门前大厅，民警杨军
按照规定对他们进行体温检测。按照上级
的部署要求，7名驾驶员在镜头进行人脸
对比核实，确保是本人。随后，杨军给每名
驾驶员配发了反光背心和印有“文明出行”
的小旗子。

“今天是你们第一天接受现场教育，要
进行岗前教育培训，首先，你们要在保证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对行人闯红灯、电动车逆
行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经过细致
的岗前教育培训，7名身穿反光背心、手持
小旗的驾驶员来到南大街与大海阳交叉
口，在民警的指引下，开始对部分不文明交

通出行的行为进行劝导。
“大姐，你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能闯

红灯，多危险啊。”被扣满12分的驾驶员王
某劝导一名闯红灯的女士。“着急送孩子上
学，我还得上班，所以才……”在交警和王

某的劝导下，这名女士表示今后会一定遵
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据了解，王某因酒后驾驶摩托车、未悬
挂号牌、准驾不符等行动共被扣36分，需
要在路面劝导接受现场教育。“以前对自己

的交通违法行为并不在意，现在劝导别人
不违法，才知道这件事不容易，毕竟都是为
了大家的生命安全着想。天气热，不戴头
盔的人也不少，希望大家都能够遵纪守法，
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王某告诉记者。

经过三个小时的路面劝导，这批驾驶
证被扣满分的驾驶员感受颇深。“现在能体
会到交警工作确实不容易，我们平时应该
在提高自身文明出行意识的同时，多宣传
文明出行常识，以身作则。”被扣满分的驾
驶员孙某说。上午十点，回到市交警一大
队后，民警对7名驾驶员当天的表现进行
了总结回顾，按照程序为他们进行系统拍
照签退，确保人员满勤学习。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违法驾驶员
切身感受到劝导工作的不易，从内心认识
到他们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从而提
高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的意识和素
质。”市交警一大队教导员陈湘告诉记者，
交警部门要求被扣满分的驾驶员在劝导过
程中积极接受教育，充分体会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并注意安全防护，提升自身对文明
安全驾驶的认识。

市区来了一批“特殊”交通志愿者

驾照被扣满分驾驶员要上路劝导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曲笑青 摄影报道)7月2日9时
8分，一辆满载5000多只肉鸡的货车在
莱州市南外环高架桥下抛锚，由于天气
闷热，加上载鸡箱罗列得十分密集，中心
温度很高，货车上的鸡都濒临中暑状态，
有少数鸡已经死亡，如不及时处理，将会
造成更大的损失。

莱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求助后，
立即出动2辆消防车、12名消防员前往
现场。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满车
活鸡都蔫了，少数鸡因高温缺氧已经死
亡。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立即下达命
令，使用多功能水枪利用开花水雾对车

辆不同部位进行喷洒，整体降温。经过
30多分钟的降温处理，货车上的鸡才逐
渐从高温中缓解过来。

据货车驾驶员介绍，他们下高速时
才发现车出了故障，停在高架桥下检查
车况的时候，发现装活鸡的箱里温度已
经很高了，车上拉的 10多吨活鸡，有
5000只左右，价值十二三万元。

据驾驶员介绍，一般活禽运输过程
中，半路是不敢停车的，一旦停车温度就
会快速升高，再加上空气不流通，极易造
成活禽大规模死亡。发生这次抛锚事
故，幸亏有救援人员及时喷水给鸡降温，
为货主挽回了十余万的经济损失。

运活鸡货车高速抛锚
莱州消防水枪喷洒降温

本报讯 (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讯员 孙佳 滕贵）“我没有吸
毒，为什么比吸毒的处罚还要重？”“别人在我的车里吸毒，我没吸，为什
么我要被判刑？”近日，刘蓉被蓬莱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罪批准逮捕。

刘蓉和小樱、小冰、阿杜是闺蜜，其中小冰系未成年人。今年正月
初三，刘蓉驾车和多日未见的小樱、小冰、阿杜外出游玩，途中，小樱提
议在车内共同“溜冰”，刘蓉拒绝了，但并未阻止其他人。随后，小冰拿
出冰毒和吸毒所用工具“冰壶”，在刘蓉的车内和小樱、阿杜一起吸食。
正月初四，刘蓉和小冰等四人一起在城区玩耍，小樱再次提议“溜冰”，
小冰和阿杜同意后，四人便开始就近寻找宾馆。因想吸毒的小樱等三
人均未带身份证，刘蓉就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了宾馆房间，供三人吸食
毒品。刘蓉容留他人吸毒及小樱等三人吸毒的事实很快被公安机关侦
查掌握。

本案中，刘蓉虽在他人吸食毒品过程中未提供毒品，自己也未吸食
毒品，但其客观上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了场所，为毒品的扩散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其容留多人吸食毒品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应受刑事处罚。最终，刘蓉
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小樱等三人因吸毒行为，分别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或强制戒毒。在
监狱中，刘蓉对自己交友不慎和法律意识淡薄后悔莫及。

蓬莱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表示，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容留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容留是指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的场所吸食、注射
多或为他人吸食、注射多提供场所的行为。容留行为既可以主动实施，
也可以被动实施，既可以有偿，也可以是无偿。总之，只要客观上为他
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了客观条件，主观上对行为性质及危害后果具有
认识，就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实践中，自己的车内、出租房、登记的客
房等场所都属于容留他人吸毒罪中所指的容留场所。国家为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制定了多项法律，构建了严密的惩治体系，公安机关也成立了
专门的打击部门、戒毒机构和戒毒场所。

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刑法和有关法
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和义务。近年来，新型毒品对人们的迷惑性越
来越大，因无知、好奇、哥们儿义气出现的涉毒犯罪也在不断增多。市
民应该吸取刘蓉等人的教训，远离毒品、远离毒友，敢于和涉毒行为说
不，在洁身自好的同时，勇于和毒品作斗争，共同铲除毒品赖以生存的
土壤。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没吸毒女子被批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希望你认真汲取这次教训，在
今后的社区矫正期间，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管理，矫正自己的犯罪心理和行为，做一
名合格守法公民，听明白了吗？”近日，福山区向社区矫正对象杜某某发
出了烟台市首份《社区矫正训诫决定书》，并进行了教育谈话。

《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应当自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执
行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社区矫正对象杜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2020年6月15日判决书发生效力
后，杜某某未按《社区矫正法》的规定按时报到。福山区社区矫正工作
人员找到杜某某，并督促其于6月29日到福山区社区矫正中心完成报
到手续。

《社区矫正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违反法律法规或
者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视情节依法给予训诫、警告、提请公安机关
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依法提请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对暂予监外
执行的收监执行。《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社区矫正
对象不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未超十日
的，执行地县级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给予训诫。7月1日，福山区社区
矫正工作人员对杜某某进行了调查取证，查证杜某某未按规定报到
且无正当理由的违规情形，于7月2日根据《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
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其发出了《社区矫正训诫决定书》。据了
解，这是2020年7月1日《社区矫正法》施行以来，烟台市发出的首份
《社区矫正训诫决定书》。

我市发出首份
社区矫正训诫决定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张洁）市公安局反诈骗
中心日前发出关于“ETC认证失效”诈骗的预警。

7月4日，开发区市民吕先生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尊敬
的车主您好！您的ETC已过时，为避免影响正常出行，请务必24小时
内……”短信的后面附了一条链接。吕先生点开链接后，出现了一个需
要填写银行卡信息的页面。当时，吕先生正忙于其他事情，并没有多
想，就按照链接里的要求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号、车牌号、银行卡密码、
姓名等信息。信息提交以后，吕先生很快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卡内
的1万元被转走。

反诈骗中心民警提醒市民：办理过ETC的车主，收到所谓高速
ETC的短信，称ETC审核流程未完成或认证失效或已过时，完成需点
击相关网页链接的，都是诈骗！ETC不存在过期再认证，“ETC认证失
效”的短信，很可能是骗子群发的钓鱼短信，短信中的链接是骗子用来
套取个人信息，从而盗取卡内资金的手段，请市民切勿相信！

ETC不存在过期再认证
带网页链接的都是诈骗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连荣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实施《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法》公众知悉度，推进社区矫
正工作深入发展，近日，莱州市沙河司法所多措并举，开展《社区矫正
法》普法学习活动。

组织《社区矫正法》涉及的部门人员联合学法。向妇联、共青团、教
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负责人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相关工作人员
的法律意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相关法律要求，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
职责，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更快更好地促进相关工作的落地执行。

组织村干部普及学法。向各村委会成员宣讲《社区矫正法》赋予的
职责，将重点事项一一标注，提高村干部对该法的重视程度，认识到社
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村委会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切
实协助社区矫正机构作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引导其向好的
方向转变。

组织社区矫正对象深入学法。通过召开专题集中学习会议，对全
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普法，逐条逐句细致讲解部分法律规定，详细
阐述了社区矫正的立法目的，讲解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等内
容，重点提醒违反该法的后果，警示所有社区矫正对象要认真学习该
法，转变以前的错误思想，努力提高自己学法的能力，加深对社区矫正
法的认识和理解，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莱州沙河司法所
开展社区普法学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