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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车“低调”趴活 仍被拍下证据
上午昌平警方查处地铁站外“黑车”三人涉嫌扰序被传唤
本报讯（记者刘苏雅）
“坐车
吗，5 块钱就走。”在沙河地区，
居民从地铁站一出来就会碰到
这样的“问候”。今天上午，昌平
治安支队、沙河派出所联合城
管、交管等部门针对黑车扰序行
为展开联合执法，共传唤涉嫌扰
序人员三人。
早上 7 时，松兰堡村北口的
路上格外热闹，由于出村的人流
量大，村口还有一趟出村的公交
车站点，准备乘坐黑车的村民和
等公交的乘客都会在村口停留。
为了方便上客，有的黑车司机甚
至直接将车横在路口，等上人后
才离开，
导致了路口秩序的混乱。
“沙河也是睡城，每天早高
峰的地铁站人流量在 3 万左右，
只靠公交运力确实吃力。”沙河
派出所副所长许建表示，特别是

对于住处距离地铁站较远的居
民来说，他们对“最后一公里”的
通勤有一定需求，在早、晚高峰
以及夜间公交车停运后，地铁站
周边黑车扰序现象格外突出。
今天上午 9 时许，记者跟随
民警到达沙河地铁站时，在站台

路口北侧的便道上停着近十辆私
家车。这些车大多车门大开，司
机则摇着蒲扇坐在树荫下乘凉。
而在这条“车龙”的最后，是
早已到位进行取证的民警，事实
上，这些司机大多是在这里等待
拉活的黑车。这些黑车司机彼

三辆货车高速追尾 司机严重骨折被困

公交民警 20 天拘留百余人
本报讯（记者安然）从 7
月 1 日到 20 日，市公安局公
交总队在全市轨道交通系统
内，共查处 312 件各类治安案
件，行政拘留 159 人，查处涉
及黑车、黑摩的、使用伪造证
件等各类案件 38 件，并在地
铁雍和宫站内及时抢救一名
因负债问题服药轻生的男子。
公交总队上午通报说，
被
查获的违法者当中，
除拘留之
外，警方还警告了 133 人，罚
款 7 人，批评教育 7 人。18 日

机两条腿都已严重骨折。
“哥们坚持一下啊，医生也来了，
“车里就你一个人吗？你人
120 也来了，
你再坚持一下。”
怎么样？”消防员问道。
“ 我没事，
急救人员也钻进驾驶室后，
就是腿卡住了。”被困司机是一名
准备对被困司机进行输液。一名
黝黑瘦削的中年男子，此时他的
消防员为医生照明，另一名消防
意识还算清醒。
员一边用手拍打着司机的肩膀，
“别着急啊，没事没事，马上
一边不断地安慰提醒这位为生活
好。”中队迅速使用荷马特破拆工
奔波的司机，
“兄弟，你别趴着，起
具组破拆救援，因为驾驶室较高，
来了，醒醒啊，说话，想想你家里
两名消防员只能将破拆工具高高
人，
睁眼，
醒着点。”
举过头顶。
医生给司机输上液后下车，
进行初步破拆后，消防员爬
车里的消防员便一直揽着司机，
上了驾驶室，观察车内情况。此
并托着司机打点滴的手，直到救
时，被困司机已经出现意识不清
援结束。20 分钟后，中队破拆成
的状况，他趴在了方向盘上，消防
功，将被困司机抬出驾驶室并移
员让他抬起头，他也没有反应。
交 120。 采育消防中队供图

入夏酒后滋事打骂民警案高发
海淀警方刑拘两涉嫌妨害公务的男子
本报讯（记者林靖）入夏以
来，因处置醉酒滋事警情引发民
警执法受侵犯案件呈高发态势，
海淀警方依法处理两起酒后滋事
还辱骂殴打出警民警的妨害公务
案，刑事拘留两名男子。
7 月 8 日 17 时 许 有 群 众 报
警：香山四王府附近有一男一女
两人醉酒闹事。海淀公安分局香
山派出所民警随即赶到现场。这
时，一名年轻女子正倒在地上，旁
边还站着一位摇摇晃晃的醉酒男
子。民警询问相关情况时，该男
子不但不配合民警工作，
还无故对
围观的一名路人进行言语辱骂和

处以 200 元罚款。
在民警持续的打击下，沙河
地铁站附近的黑车明显减少，在
今天的巡查中，沙河高教园地铁
站则并未发现黑车的踪迹。
“之前这儿能停上一排黑
车，现在少多了。”在沙河地铁站
附近超市购物的居民表示，近期
地铁站附近的秩序明显好转。
许建介绍，今年以来，针对
群众反映突出的回龙观、天通苑
等地区地铁站周边“黑车”占道
运营、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问
题，昌平公安分局开展了不间断
整治。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昌
平警方会同相关部门，共在“回
天地区”依法查扣非法运营的
“黑车”、
“ 黑摩的”652 辆，行政
拘留扰序违法人员 500 余人。
文并摄

集中查处“黑车”、
“黑摩的”等案件

大兴消防队员深夜生死救援
本报讯（记者张宇）
“兄弟，坚
持一下，
想想你家里人。
”
7月21日
凌晨，
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应寺检查
站附近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三
辆大货车相撞，
中间车辆的一名男
性司机腿部严重骨折，生命垂危，
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采育中队一
边破拆一边安慰被困司机，20 分
钟后，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7 月 21 日 凌 晨 零 时 33 分 ，
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采育中队
接总队 119 调度指挥中心命令：
位于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应寺检
查站南 1.5 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现场有人员受伤被困，情
况紧急，中队出动两部消防车迅
速赶往事故现场。
到场后，
中队消防指战员经现
场勘查发现，
是三辆大货车发生追
尾,前者拉着矿石，
后车拉着饮料，
中间是一辆拉集装箱的货车，
驾驶
室严重变形，
空间被挤压以致于和
后面的箱体贴在了一起。中间车
辆还有轻微漏油情况，
中队立即用
土进行了掩埋处理。
中间车辆的主驾驶室里，一
名男性司机腿部被死死地卡在驾
驶室中，中队消防指战员立即查
看受伤人员的伤势，发现被困司

此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前车
拉着乘客离开后，后边的车便依
序向前挪动。
不过，他们的这种默契让民
警的取证变得更加困难，需要更
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拍到有效的
证据，
“他们现在低调得很，不会
明着吆喝。”
在固定证据后，民警用两辆
车将辅路一前一后堵了个严实，
停在辅路上的私家车全被民警
一一盘查。
“我不是趴活儿的，我等我
媳妇呢。”被民警控制的三名司
机都喊着冤枉，称自己只是在这
里停车休息，但此前，他们不停
挪车向前的画面都被民警一一
拍下。目前，三人已被传唤至沙
河派出所，案件正在工作中，另
有一名违停的车主被交管部门

殴打。出警民警见状，
立即上前对
该男子进行控制。
在此过程中，该男子不服从
民警指令，并对民警进行辱骂和
推搡，击打民警胸口位置。后该
男子被带回派出所。目前，醉酒
男子闫某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
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月 5 日 15 时许，
海淀公安分
局上庄派出所接群众报警，
称在上
庄镇双塔村有人在公交车上醉酒
倒地。民警立即赶到处置。在现
场，一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因醉酒
倒在公交车上，民警立即拔打了
120 急救电话，
并与公交车工作人

员协力将醉酒男子抬至公交场站
一安全位置等待120急救车到来。
其间，民警多次向醉酒男子
询问身份信息、住址、家人及朋友
等情况，该男子非但不予理睬，还
辱骂出警民警及公交车工作人
员。随后，120 急救车来到现场，
民警随同医护人员将男子送往附
近医院。在医院里，醉酒男子仍
然不配合民警工作，持续对民警
进行辱骂，叫嚣“警察打人了”，并
推搡民警造成民警手指受伤，后
被带回派出所。目前，醉酒男子
陈某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已被海
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和 19 日两日，公交系统 32 个
派出所统一行动，查获大量
“黑车”、
“ 黑摩的”扰序情况，
行政拘留 10 人，同时查获了
7 名使用伪造证件的乘客，这
些人均被依法行政拘留。在
北京站，
警方还针对倒地铁票
的情况开展打击，
拘留 2 人。
在地铁雍和宫站，
派出所
民警及时发现并救治一名服
药男子。此人因债务问题遂
产生轻生念头，经送医院救
治，
脱离了生命危险。

租住房甲醛超标 三房客获赔
法院判决自如公司退赔了部分租金
本报讯（记者徐慧瑶）因
为租住的“自如房”测出甲醛
超标，
数名租客选择将自如生
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自如公司）告上法庭。近
日，
北京市东城法院公布了三
起相关案件的判决书。三个
案例中，
法院均判决自如公司
向租客退赔部分已发生的租
金，此外，法院还判决自如公
司向其中两位原告支付了皮
肤病症的医疗费。
去年 3 月，其中一案的原
告周女士和自如公司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
双方约定被告将
位于东城区的某间房屋出租
给原告居住，租期一年，每月
租金 2560 元。周女士曾在法
庭上自述，入住 70 天后，她发
现自己咽喉疼痛伴有眼睛肿
痛。5 月 23 日，周女士因为
结膜炎在北京天坛医院手术
排脓治疗，在 8 月底结膜炎复
发。9 月份，因为怀疑自己身
体不适是甲醛引起，
周女士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自己租住的
自如房进行甲醛检测，
检测报
告显示其居所甲醛超标。
自如公司表示，去年 9 月
16 日，周女士搬离涉案房屋，
自如公司退还了之后的租金
6912元，
并按照租赁期限比例

折算，
退还服务费1284元。但
周女士认为，
自如公司应该退
还自己已发生的房租 23040
元以及押金、服务费、误工费、
精神损失费、医疗费等其他费
用，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
鉴于承
租房屋存在空气质量问题，
故
针对原告居住期间的房租应
当予以适当退还。同时，
法院
也支持了周女士索要检测费、
搬家费的诉求。因为法院认
为，
原告对其主张的医疗费并
没有提供证据，
所以没有支持
其支付医疗费的主张。
此外，
对于周女士要求的
违约金赔偿、三倍侵权损害赔
偿，法院均未支持。最终，周
女士获赔了房租 8064 元以及
检 测 费 300 元 、搬 家 费 174
元、交通费 1 元。
另外两起案件的当事人
王先生、王女士遭遇的情况和
周女士相似，
法院同样判决自
如公司向二人退还了部分房
租和检测费。同时，
由于王先
生、王女士在租住自如房后，
出现了一定的皮肤科病症，
也
提供了医疗费用的相关证据，
法院认为自如房和两名原告
的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判
决支持了其索要的医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