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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酒后将别人的车开走
了，结果撞到了电线杆。3月份以
来，厦门共查处酒驾71起，其中醉
驾30起。仅3月20日至22日夜查
统一行动期间，就查获酒驾25起，
其中醉驾8起。日前，交警部门通
报了多起典型案例，提醒市民饮

酒后切勿开车。
3月17日0时30分许，陈某桂
驾车载着妻儿来到祥露村村口的
疫情防疫站，
陈某桂下车去防疫站
登记手续时，
与他素不相识且一脸
酒气的罗某走了过来。“你身上有
没有香烟？”罗某问。陈某桂回答
没有后，
就继续办理登记手续。

令人意外的是，罗某竟直接
坐进了陈某桂的车，踩着油门把
车开走了。行驶不到200米后，车
子撞到了电线杆，造成该车损坏
及车上两名乘车人受伤。罗某交
代，他当晚喝多了想去买包烟，至
于为何开走了别人的车子，罗某
也无法解释。经仙岳医院司法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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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接应，
$ \]^_一人抢夺，
两男子紧密配合，合伙将手机店
内的手机抢走。接到报警后，
翔安
警方雷霆出击，在厦门铁路公安
处的协助下，
5小时内迅速将两
名男子抓获。
3月 23日 16时许，翔安马
巷上庄社区的一家手机店里来了
一名年轻男子，声称要购买一部
手机，
需要店员帮忙推荐。店员从
柜台内拿出一部 vi
vo手机递给
男子。男子一番查看后，
眼睛偷偷
瞄向了店门，等到店员放松警惕
时，
突然拿起手机向门外跑去，很
快就没了踪影。
接警后，翔安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马巷派出所民警立即到场
展开调查。经过现场走访以及调
取店内视频，民警郭东毅一眼就
认出，
抢夺手机的男子是李某，
之
前曾因为盗窃被警方抓获，而抓
他的民警正是郭东毅。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民警循
线追踪。郭东毅发现，
李某从手机
店出来后，径直跑到不远处的路
口，拐弯后立即坐上一部摩托车
离去。
当时摩托车上除驾驶员外，
还坐着另一名男子。郭东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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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男子很可能是李某的同伙。
当日 19时许，民警了解到，
李某已购买火车票准备 逃往 宁
夏，
便立即请铁路警方协助抓捕。
当日 21时许，在乘警的协助下，
李某与其同伙在龙岩站被成功控
制。郭东毅与同事立即驱车赶往
龙岩，
连夜将嫌疑人带回。从李某
抢夺手机到案件侦破，警方仅用
了不到 5小时。
经查，李某与同伙苏某均为
宁夏人。据李某交代，
他和苏某上
月底从老家来到厦门，由于迟迟
未找到工作，身上的积蓄很快花
光了，便想偷点东西卖钱后再买
车票回家。

3月 23日中午，李某与苏某
来到作案的手机店踩点，见店里
只有一名女员工，便准备对该店
下手。
为了作案后能够迅速逃离，
他们提前找了一名摩的司机，由
苏某带着摩的司机在附近进行接
应。作案得手后，
两人乘坐摩的来
到马巷火炬工业园区的一家手机
店，将抢夺来的手机卖了 1000
元钱，
之后便赶到厦门北站，
准备
乘坐火车逃跑。
目前，
李某、
苏某因涉嫌抢夺
罪被翔安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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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鉴定，罗某体内酒精浓度检
测 结 果 为 145.
94mg/
100mL，已
达醉驾标准。
而另一起醉驾的后果则更为
惨烈。3月23日22时许，肖某华驾
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沿海沧区港南
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中与行
人巢某汉发生碰撞，造成巢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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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一些市民朋友尤其
是老年人生了病不敢就医。最
近，
厦门就有一位103岁的老太
太因为病情被耽误，差点酿成
大祸。
黄老太太今年103岁高龄，
3月19日 傍 晚6时 许出 现 胸腹
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为担
心疫情期间去医院有风险，黄
老太太便先在家中观察。到了
20日凌晨1点多，黄老太太的症
状有所改善，
便以为没事了。谁
知到了20日16时许，她的症状
再次加重，家人见她状态不太
对，赶紧将她送到厦门市中医
院抢救。
急诊科医生立即为黄老太
太做了心电图检查，提示黄老
太太是急性前壁心肌梗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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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需要充值虚拟货币。
女主播下播之后，主播助理
也没闲着，他们继续跟一些人互
动、
聊天。此时，
许多被害人天真
地以为自己不断充值打赏，就能
获得女主播的青睐，让双方的关
系更进一步。
据悉，该团伙诈骗金额高达
100多万元。近日，集美警方成
功摧毁该团伙，共抓 获嫌 疑 人
16人。目前，多名嫌疑人已被集
美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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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负责诈骗话术的整理，定
期对诈骗团伙中的成员进行培
训。主播助理将自己的社交软件
头像、照片全部更换为女主播经
过美颜的照片，然后在各大社交
媒体、相亲网站上寻找“猎物”。
他们一般将目标锁定在 25岁—
30岁的单身男性身上，主动与对
方聊天，
获取对方的好感，
培养一
定的感情基础之后，谎称自己在
某直播平台上直播，诱导对方进
入该诈骗团伙所开办的直播间。
女主播每晚在固定的时间开播，
对方想要与女主播进行评论 互

院按照疫情期间相关救治预案排
除老太太患新冠肺炎的可能后，
立刻将其送入介入导管室，造影
检查提示黄老太太左前降支中段
100%的闭塞。由于在家中拖的时
间太久，黄老太太还出现了心梗
的并发症，
比如心衰、
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
情况十分危急。经过积极
治疗，目前黄老太太生命体征平
稳，
仍在治疗。
市中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陈军提醒市民，当前处于特殊
时期，一些患者因为担心疫情而
不愿在病情早期去医院就诊，反
而耽误了治疗其他疾病的时机，
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建议市民做
好自我防护外，还需做好其他疾
病的防控工作，出现症状应及时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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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你明天准时来直播间支
持我，我们就有机会成 为 恋人
……”夜深人静，王某与美女主
播聊得火热，觉得美女主播很快
就能成为自己的女朋友。其实，
电话那头和王某聊天的并不 是
什么美女主播，
而是一群纯爷们，
他们拿着专业的对话脚本，寻找
着“猎物”。3月 20日，
集美警方
通过侦查，成功摧毁该利用网络
直播平台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
经查，
该团伙分为管理人员、
女主播、主播助理三种角色。管

当场死亡。经初查，
肖某华涉嫌醉
酒后驾驶营运车肇事。根据肖某
华交代，他当晚到漳州和朋友一
起喝酒吃饭。回来之后，
他想起自
己的车没有停到停车场，于是想
把车移到附近的停车场停放，没
想到酿成此类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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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许，在鼓浪屿晃岩路35号旁，
一名老人不慎摔下路旁斜坡，身
体多处受伤，
幸好被及时送医。
据悉，接到报警后，鼓浪屿
消防站迅速出动两辆消防车、
6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此时，老人
正侧躺在草地斜坡上，腰部被一
棵树拦着。老人身体不同程度受
伤，
头部出血，
神志不清。

由于无法与老人正常沟
通，加上老人腰部受伤情况不
明，为防止造成二次伤害，指战
员在确认老人安全后，原地等
待医护人员到场协助救援。5分
钟后，医护人员到达，指战员在
医护人员指导下将被困老人抬
上救护车。
目前，
相关情况仍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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