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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员唐继
林）3月17日凌晨，平乐县平乐镇龙
练村委的覃某酒后开车经过平乐二塘
新车站时，看到前方有民警设卡查
车，于是停下车步行过去看热闹，结
果一不小心就撞枪口上了，被罚了
2500元。

3月16日晚，覃某与朋友聚餐，
席中大家推杯换盏都喝了不少酒。散
席后，覃某的亲戚要回二塘，但没有
交通工具，覃某在自己喝高了的情况
下，自告奋勇地驾驶朋友的私家车送
亲戚回家。

3月17日凌晨1时许，覃某把亲戚
送到家后，返回时途经二塘新车站，
远远就发现前方十字路口有民警查
车，覃某把车停在路边，和车上的几个
朋友一起走到前方看个究竟。他们摇
摇晃晃到了检查卡点，得知是禁毒民

警在检查涉毒人员，纷纷拿出自己的
手机拍照、录像，嘻嘻哈哈醉态百出。

其实，检查卡点的一名警察在覃
某停车下车时，就注意到覃某是驾驶
员。正当他们一边拍照、录像时，执
勤民警从他们身上闻到了浓烈的酒
味。执勤民警高度警惕起来，立即控
制住了覃某以及同行的人员，并将覃
某涉嫌酒驾的情况通知了交警。

二塘交警中队的民警闻讯赶到现
场，对覃某进行酒精呼气式测试，结
果为78mg/100ml，覃某属于酒后驾
驶。民警要求覃某出示驾驶证，覃某
却拿不出来，经进一步查询，证实覃
某并未取得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机
动车。根据覃某无证驾驶机动车、酒
后驾驶的事实，交警依法给予他分别
罚款 1500 元、 1000 元，总共 2500
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谭熙 通讯员蒋菲
迪 刘嘉麟）垃圾的处理可不是你想
怎样就怎样的，必须讲规矩。近日，
一男子为了图省事，直接焚烧废弃建
材和塑料杂物，违反了《桂林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被秀峰区城管大队处以现金罚
款。

前几天，秀峰区城管大队执法人
员在机场路进行例行巡逻时，看到有
白烟从唐家村内冒出，执法人员以为
着火了，赶紧朝着冒烟的地方赶过
去，才发现是一男子正在焚烧垃圾。

执法人员在用执法记录仪对现场
进行证据固化的同时，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并迅速取水将火浇灭。

经过询问，男子姓郑，所焚烧的
垃圾是他切割后的废弃建材和废弃塑
料杂物。“我也不晓得这些垃圾要怎
么清理，就想烧了，省事点。”郑某
说。

执法人员告诉郑某，露天焚烧垃

圾会对大气和环境造成污染。在《桂
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城
市环境卫生，不得在城市道路、公共
场所、绿地和垃圾收集器内焚烧各种
废弃物。违反规定的，由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十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郑某听完执法队员讲解后，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违法，诚恳接受了批
评。

次日，郑某来到秀峰区城管大队
接受调查，执法人员按照执法程序对
郑某做了调查笔录，郑某愿意接受相
应的行政处罚。

据秀峰区城管大队负责人告诉记
者，接下来，他们将加大宣传力度，
让居民进一步了解随意焚烧垃圾的危
害，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同时，加
大巡查和处罚力度，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对擅自焚烧垃圾的
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罚。

男子酒驾还凑热闹
围观民警执法被查获

本报讯（记者陈晓东 通讯员覃福
生）男青年韦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荔
浦市青山镇超速行驶，结果将车驶过左
侧车道，与对向行驶的电动三轮车、二
轮电动车连续碰撞，造成 1 人当场死
亡、 1 人轻伤、 1 人轻微伤的交通事
故。经荔浦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该
市人民法院近日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韦
某有期徒刑 2 年。

现年 25 岁的韦某是鹿寨县人。
2019 年 9 月 13 日 6 时 15 分许，韦某
驾驶一辆小型轿车从荔浦市市区往柳州
市方向行驶。当行驶至荔浦市青山镇古
家厂路段时，韦某的车辆突然驶过左侧
车道，并与对向在本车道内行驶由郑某
喜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
随后，韦某的车辆又与路左侧曾某的房
屋碰撞，再与郑某驾驶并搭载郑某某的
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郑某喜当场
死亡，郑某、郑某某受伤，曾某房屋损
坏及三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郑某、郑某某受伤后被送医院治

疗。当日，韦某在荔浦市人民医院被公
安民警抓获。同月 16 日，韦某家属代
其赔偿了被害人郑某喜家属丧葬费人民
币 2 .5 万元。

经法医鉴定，郑某喜系在交通事故
中颅脑损伤死亡，郑某人体损伤程度属
轻伤一级，郑某某人体损伤程度属轻微
伤。经荔浦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
定，韦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超过限速标
明最高时速在道路上行驶未按右侧通行
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韦某承担
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去年 12 月份，检
察机关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将韦某提起公
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韦某违反交通管
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 1
人死亡， 1 人轻伤， 1 人轻微伤，其行
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的指控
成立。韦某酒后驾驶车辆，可酌情从重
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愿
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法院
据此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记者庄盈 通讯员董琳
莉） 17 日，象山区城管大队铁西中队
的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 50 岁
左右的男子晕倒在地，无人上前救
助，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实施救助。

当天上午，铁西中队的城管执法
人员在铁西市场周边巡查时，发现华
庆商店内有一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仰面
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没有知觉。一

旁有不少围观的市民，但无人敢上前
施救。见此情景，城管执法人员上前
查看，因不明原因，城管执法人员不
敢 擅 自 移 动 男 子 ， 立 刻 拨 打 了
“ 110 ”和“ 120 ”，待民警和救护
车赶到后，城管执法人员配合医护人
员合力将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本报讯（通讯员覃菊凤 记者莫
俊） 3 月 16 日早晨 6 点 15 分许，在
G78 线阳鹿高速荔浦往柳州方向蒲芦瑶
族乡附近，一辆满载牛皮的大货车突然
自燃。所幸处置迅速，事故未造成人员
伤亡。

当天接到指令后，荔浦市公安交通
管理大队高速中队的值班民警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并通知消防大队出警救援。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该货车停在应急
车道上，车辆驾驶室在剧烈燃烧，火焰
有愈烧愈烈之势，现场冒出大量浓烟。
为防止产生更大的危害后果，民警立即
对过往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为消防

车留出快速通道实施现场灭火。
民警在对司机询问中了解到，该车

在行驶至 G78 线阳鹿高速荔浦往柳州方
向 852KM+500m 处时，发现车身前面
的引擎盖内已经发生自燃后，快速把货
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并赶紧拨打了报警
电话。所幸车上就他一人，并未受伤。
目前，造成此次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之
中。

交警提醒，一旦发生汽车自燃，司
机应该迅速停车，切断电源，远离到安
全的地带等待救援，不要舍命不舍财，
倘若具备基本救援技能，在火灾初期可
以尝试扑救。

从今年 2 月 24 日起，恭城瑶族自治县在各城乡社区、村屯大力开展糖尿
病免费筛查公益活动。截至 3 月 17 日，已有 56507 人接受了血糖监测，筛
查出血糖异常者 16519 人。据悉，该活动计划持续到 3 月 31 日，届时将有
约 10 万人接受免费筛查。 通讯员郑智敏 记者刘净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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