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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热线

更换部件、重做车漆，撞车后毁灭证据依然难逃法网

肇事逃逸司机被较真交警智擒
深夜时分， 一辆红色半挂车将一辆小轿车撞得几近报
废后消失在夜幕中。当交警找到半挂车司机，他暗地毁灭证
据，矢口否认发生过事故。然而，“较真”的交警并未放弃，一
份鉴定文书、一段证人证言让半挂车司机低下了头。 14日，
半挂车司机华某因交通肇事逃逸被警方处以14日拘留，而
他的A2驾驶证也将降级。
突如其来深夜车祸
4月4日凌晨1时30分，南通开发区通盛大
道和兴路路口， 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红色半
挂牵引车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褐色小轿车
发生碰撞。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五
大队侦查中队中队长周琳飞和侦查民警张赛
立即赶赴现场， 只见小轿车车头被撞得面目
全非，汽油、防冻液洒落一地，车内安全气囊
全部打开，车辆几近报废。小轿车女司机虽然
身体幸无大碍，但被吓得不轻，声音颤抖着与
交警讲述事发经过。她告诉交警，一辆白色大
车撞上她的轿车后逃之夭夭。
事发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监控。交警
立即调阅附近监控， 发现事发时间段有一辆
白色槽罐车和一辆红色半挂牵引车经过。 当
民警找到白色槽罐车时， 司机表示自己并非
肇事者， 当时经过路口时小轿车已经发生了
事故。民警随后查看了白色槽罐车，排除了肇
事嫌疑。
显然， 小轿车女司机发生事故后惊魂未
定，误指了肇事车辆。 不过，她车上留下的红
色油漆不会误指， 事发时间段经过路口的红
色半挂牵引车存在重大肇事嫌疑！ 当民警几
经周折找到半挂车司机华某时， 他一口否认
发生过事故， 而半挂牵引车外观似乎也没有
明显碰撞痕迹。

痕迹鉴定还原真相
究竟是谁撞了小轿车？ 痕迹鉴定民警发
现， 半挂牵引车工具箱的护栏板似乎重新做
过油漆。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华某称，自己
曾于今年3月底修理过工具箱护栏板，这一时
间在小轿车发生事故之前。在交警大队，华某
做了5次材料，次次否认与小轿车发生事故。
事情果真如华某所言？ 为了还原真相，
交警部门从车辆痕迹入手， 试图寻找“铁
证”。 他们提取了半挂车工具箱护栏板、车
头、车厢等5处油漆，连同被撞小轿车车头部
留下的红色油漆， 送至大名鼎鼎的上海
“803”（即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因其门牌
号为803号而得名）。 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
定中心鉴定，除了半挂车工具箱护栏板处油

漆，其他采集点位的油漆与被撞小轿车车头留
下的油漆相同。 毋庸置疑，半挂牵引车确实与
小轿车发生了碰撞。
焦点集中到半挂车的工具箱护栏板。 华某
真的是在今年3月底修理的工具箱护栏板吗？民
警马不停蹄地展开求证，在盐城警方的配合下，
找到东台修车店工作人员。经过法治宣讲，修车
店承认，华某的半挂车是在今年4月11日进行修
理的。这一时间正是在事故发生后，并非华某所
说的今年3月底。
803”鉴定报告和修车店反
当民警将上海“
映的情况告诉华某时，华某终于低下了头，和盘
托出肇事逃逸事实。

消防紧急扑救无人受伤
晚报讯 昨天上午，位于市区二号桥附
近的一家废弃仓库，突发火灾。事故现场浓
烟滚滚、火光冲天，不少路人发现火警后迅
速拨打电话报警。 接警后，辖区公安、消防
迅速出警处置，及时扑灭了这起突发火灾。
据了解， 失火的废弃仓库里面放着不少搬
迁后尚未清理的橡胶轮胎、 木材器件等物
品，平时无人值守。
“昨天上午10时许，有人看到废弃的仓
库区突然冒出一阵阵浓烟，很快，有火焰不
断蹿出，浓烟和火焰越来越大，现场传出一
股股刺鼻的烤焦气味，”目击者陈先生向本
报新闻热线介绍说，“幸运的是， 废弃的仓
库库区内没有人， 因此大火除了烧毁一些

杂物外，没有人员受伤。 ”
“接到市民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火
灾现玚，配合消防在事发地组织火灾扑救工
作的同时，对周边进行了安全警戒。 火灾没
有向周边蔓延，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昨天
下午，崇川公安分局钟秀派出所一位民警向
记者介绍说。
记者当天从南通市消防支队了解到：接
到市民报警后，辖区两个专职消防队共出动5
辆消防车、25名消防官兵赶到事发现场紧急
扑救，约30分钟后大火被控制，余烬在清理过
程中被完全扑灭；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
调查中。
记者周朝晖
（报料人酬金30元）

肇事逃逸代价惨重
华某，今年42岁，盐城东台人，从事送货运
输生意。 据华某交代，事发当晚，他拉货准备送
至上海， 途经南通开发区事发路段时感觉车颠
了一下，但并未在意，便继续驾车行驶。
也许华某当时真的并未感觉到碰撞，不过，
他之后的一系列举动， 却坐实了肇事逃逸的事
实。该起事故中，华某的半挂车工具箱护栏板与
小轿车发生碰撞。 当南通交警4月10日首次联
系华某，通知他前来配合调查时，华某次日就
前往修车点更换了半挂车工具箱栏板，并重上
油漆，此后甚至嘱咐相关人员若有民警前来调
查，就谎称是今年3月底进行修理的，华某如此
自作聪明将证据毁灭， 殊不知已构成肇事逃
逸。 令人唏嘘的是，事发后，华某甚至在百度搜
索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 当发现处罚很重，而
交警似乎没有铁证时，便想拒不承认蒙混过关。
可华某没有料到，南通交警如此
“较真”，用铁证
让他低下了头。
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事故中，肇事逃逸的华
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此番逃逸，华某可谓代价惨
重。交警介绍，华某肇事逃逸不仅加重了事故责
任， 保险还无法理赔， 他将独自承担对方车辆
8.5万元的车损赔偿。 与此同时，因交通肇事逃
逸，华某被警方处以14日拘留，驾照一次被记12
分，他的A2驾驶证因此将被降级。 这意味着，除
非日后参加交管部门的增驾考试， 华某将无法
驾驶半挂牵引车。
本报记者张亮

号称包治百病，却坑了数百人

一重大制售假药团伙被提起公诉
晚报讯 磨碎不明成分的药品灌装胶囊，
再贴上声称能治疗各种疾病的药品标签，一
瓶瓶无药品生产批号、药品说明书的假药，在
短短数月之间，竟被卖出了数万瓶，流向了全
国各地的市场。 16日，记者获悉，启东市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生产、 销售假药罪对王某等七
人提起公诉。
启东市民张先生万万没想到， 自己服用
多年的药竟然是假药， 病没好， 身体却垮
了。 2017年2月，启东市公安局接到线索，启
东市新安镇一杂货店涉嫌销售假药， 原来
杂货店老板林某常年通过一个电话批发购
买药品，这些药品没有药品生产批号，成分不
明、功效不明，随后警方将这些药品送检后
发现均为假药。 至此，一起重大制售假药案
浮出水面。
2015年12月， 河南小伙刘某在同村老刘
的指使下， 同妻子宋某开始了帮助老刘联系
卖假药的业务，用着老刘提供的电话，平均每
天能接到四五单生意，多则百来瓶，少的也有
十来瓶。林某通过电话找到了刘某，在2016年
期间先后通过他们购买了五次药品。 到2017
年1月，夫妻两人决定不做了。在这之后，老刘
便开始盘算另觅帮手， 外甥王某某便成了最
佳人选。王某某收到刘某夫妻寄来的手机、手
机卡和银行卡之后，在老刘的安排下，从2017

市区一废弃仓库突发火灾

年2月开始， 在天津市北辰区租下了一处仓库，
开始了生产销售假药。 在收到老刘寄过来的药
品原材料之后，王某某便安排工人磨药灌胶囊、
装药瓶后进行贴标签包装， 再采取打电话推销
的形式，通过中通快递为第三方物流，以快递邮
寄、货到付款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病患销售。由
于订单量多，忙不过来，王某某又先后找来了自
己的几个亲戚，打药粉、联系业务，在短短数月
之间，生产销售假药数万瓶。
去年6月27日，启东警方前往天津市开展抓
捕行动， 在天津北辰区的一处仓库内抓获正在
对药瓶进行包装的王某某等六人， 现场查获无
标签胶囊2万余个， 贴有27类不同名称的胶囊
15000余个，现场查获的假药合计人民币35万余
元。 同日，刘某也在河南落网。
经依法审查查明， 刘某在2015年12月至
2017年1月期间，通过电话销售假药合计人民币
8万余元；王某某等六人于2017年2月至2017年6
月期间，在租用的仓库内生产销售假药，合计人
民币30万余元。 老刘已另案处理。
启东市检察院检察官也再次发出提醒：购
买药品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或者药店， 没有国
家批准的药品生产文号、 药品说明书的药品不
能买，一旦用了假药，轻者贻误治疗，重者可能
危及生命。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项洁

七旬老翁骑行累瘫在路边

警民爱心接力送他回家
晚报讯 一名年过七旬的老翁骑车外
出看外甥时迷路， 骑行40多里路后累瘫在
路边。 警方接到热心群众报警后迅速出手
救助，连夜将其平安送回家中。5月16日，受
助老人的家属特地赶到派出所， 向民警再
三致谢。
据民警介绍， 海门市公安局海门港新
区派出所接到110处警指令：在海门市包场
镇红中村30组地段、通吕公路路边上，有一
位70多岁的老汉瘫倒在路边上， 老人身旁
还倒着一辆自行车，情况不明，请民警前往
救助！
接警后， 海门港新区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 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已被报警村
民江女士带至家中，吃着八宝粥。老人身体稍
有恢复后，向民警介绍自己姓杜，今年76岁，
家住海门市余东镇。 民警立即和余东派出所
民警取得联系，确认老人身份后，驱车将杜老
汉送到余东派出所； 余东派出所民警又连夜
用警车将老人安全送到家中。
后经了解，事发前，杜老汉在自行车后座
载着20多斤蚕豆， 骑车赶住家住通州区的外
甥家中；未料，半途迷了路，最后又累又饿瘫
倒在路边。所幸，身陷困境的老人被事发地村
民江卫英看到并及时报警， 还将老人扶到自
家休息。
记者周朝晖 通讯员崔龙

“江铃”摇身一变成“路虎”

女子违法改装爱车被罚
晚报讯 15日，通州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依法对安徽省利辛县女子许某擅自改变机
动车外形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500元的处
罚，并督促许某将该车恢复原状。
14日下午3点15分左右，通州川港派出
所交通管理中队民警在辖区金川大道江海
路口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 发现一辆由西
向东行驶的苏F号牌白色“路虎” 车有异
常。 经查询， 该车外形与登记信息大相径
庭。眼前这辆白色轿车，外观简直就是如假
包换的路虎， 而该号牌在公安交管部门登
记的是一辆白色的江铃牌轿车。 难道是套
牌车？ 民警当即将该车拦下，仔细一看，这

辆“路虎”的前后保险杠、车标、方向盘等外观
都进行过更改。
当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行驶证等相关证
件时，女司机许某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甚至谎称自己未带行驶证。 当民警告知其依
照相关法律未随车携带行驶证上路行驶需
要扣留其车辆时， 许某才掏出车辆行驶证，
并承认因为虚荣心作祟，即便知道不能擅自
改变车辆的外观外形，还是咬牙花钱找人将
自己的江铃牌轿车改装成了路虎，之后便堂
而皇之地上路行驶， 未料还是躲不过交警的
“火眼金睛”。
记者张亮 通讯员高莉雯 季婷

遇交警查车冒用他人身份

小伙无证驾驶被罚千元
晚报讯 遇到交警查车， 无证驾驶的
男子竟谎报朋友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被当
场识破后竟故作镇定， 谎称是很久前拍的
照片。 5月15日上午，如皋开发区交巡警中
队民警遇到了一位无证驾驶的“淡定”小
伙。昨天下午，崔某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非营运机动车被如皋交警依法处以
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5月15日上午11时许，如皋开发区交巡
警中队民警在辖区花市路执勤时， 查获一
辆南通牌照小型面包车。 当民警要求出示证
件时， 驾驶员仅从车内拿出了一本行驶证，
称驾驶证忘在家里，表示马上打电话说让家
人送来。 当民警询问驾驶员身份信息时，正

在打电话的男子扭头就报了一个名字。 一通电
话打完后，向交警报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这是我很久以前拍的照片，你看这样像
吧？”当男子见民警正在通过警务通比对他的
照片时竟一把将眼镜摘下， 极不耐烦地说。
经验丰富的民警立刻警觉了起来，警告小伙
“给最后一次机会”交代真相，一直在狂飚演
技的男子突然就掉线了。 原来，崔姓男子当
天早上偷开朋友面包车出门，被查后怕被交
警处罚只好打电话向朋友求救，谎报朋友的
身份证号码，以为这样能蒙骗过关。 15日下
午， 崔某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非营运
机动车被如皋交警依法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记者龚丹 通讯员吴娟 陶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