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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姜
赟）“真方便，不用去检察院就能阅卷，既
高效又安全！”8月 26日，某律师事务所的
李律师为迎泽区检察院“律师线上阅卷”
点赞。据悉，这是该院开展律师互联网阅
卷试点工作后，办理的首例在线阅卷。

当天，李律师致电迎泽区检察院，查询
其代理案件进展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阅

卷。“可以在 12309中国监察网上进行线下
阅卷预约，或申请在线阅卷。”检察院律师
接待工作人员表示，该院已开展律师互联
网阅卷试点工作。于是，李律师选择了在
线阅卷。

在工作人员细心讲解下，李律师通过
微信小程序“中国律师身份核验”进行律
师身份验证和手机号码绑定，随后登录

“12309中国检察网”，扫码认证登录，并在
个人中心申请“案件绑定”。工作人员网
上审核认定符合条件后，为李律师绑定了
案件。检察院案管部门和业务部门“双审
核”后，在技术部门协作配合下，将已加
密、加水印的电子卷宗推送至 12309 平
台，李律师下载电子卷宗，完成了互联网
阅卷。

据介绍，迎泽区检察院按照上级检察
机关部署，积极开展试点工作，推动律师
阅卷从“现场阅卷”到“网上阅卷”，将“最
多跑一次”升级为“一次也不用跑”。此举
是检察机关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具体行动，是推动构建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有力举措，大幅提升了律师阅卷效
率，切实维护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李莹）一名顾
客去奶茶店消费时，竟见财起意“顺走”了工作人员
的手机。8月 28日，杏花岭警方消息，鼓楼派出所民
警已将嫌疑人抓获，并追回手机发还受害人。

8月 20日下午 2时 46分，鼓楼派出所接到 110指
挥中心派警指令：在羊市街路北一家奶茶店内，姜女
士的手机被盗。接警后，民警赵鑫、许小锋立即带领
辅警赶到现场。报警人姜女士说，她是奶茶店的工
作人员，刚才调制奶茶时还听到手机响铃，当时手机
就放在收银台上，等接待完顾客准备回电话时，才发

现手机不翼而飞。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调取视频监

控，很快就锁定了目标嫌疑人。虽然嫌疑人带着头
盔和口罩很难识别，但民警没有放弃，通过调取周边
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的电动车号牌。随后，民警
一路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张某居住的小区，经耐
心蹲守后将其抓获。

8 月 26 日，民警将追回的被盗手机发还姜女
士。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李莹 郎雪
薇）因为想念山东老家，在太原帮忙照看孙女的马大
爷，竟在凌晨时分悄悄“离家出走”。8月26日，杏花岭
派出所民警接到家属求助后，及时帮忙找回了老人。

当天早晨 7时 30分许，孙大娘一觉醒来，发现老
伴马大爷不见了。想着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身
上也没带手机，孙大娘担心他一个人出门有危险，
便赶紧报警求助。接警后，杏花岭派出所值班民警
立即赶到孙大娘家。

“他不会想一个人回山东吧？”在民警询问过程
中，孙大娘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孙大娘老

两口是山东人，近期一直在太原帮忙照顾孙女。最
近几天，马大爷总是说想回山东老家，但孙大娘考
虑到疫情原因，便劝老伴等疫情稳定后再回，没想
到老伴竟然自己离家出走了。

根据这一情况，民警立即调取小区里的公共视
频，发现马大爷于凌晨 4时许出门后，拦乘一辆出租
车离开。“有可能去火车站了。”民警立即调取沿途
公共视频，果然发现老人在太原火车站附近下了
车。随即，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查看视频，一路
陪同家属赶往火车站。很快，大家便找到了已在火
车站徘徊了几个小时的老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宿虎云）每年开学

季，经高速公路武宿收费站C
口，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大学城
的车辆都很多，时常造成拥
堵。为此，8 月 28 日，高速交
警一支队五大队民警规划了
两条备选线路。

当武宿收费站 C 口出现
车多拥堵状况时，有两个选
择。一是继续前行 1 公里左
右，从前往太榆路、建设路方
向的武宿 F站驶出，再沿太榆
路往太原市方向继续行驶 1.5
公里，从武宿机场、民航路方向

进入武宿机场，再行驶1公里左
右，从路中间护栏开口处调头，
再行驶约 200米就会看见太榆
路、晋中市方向的路牌。根据
路牌指引再继续行驶10公里左
右就会抵达大学城。

二是沿高速公路的石家
庄方向继续行驶，进入太旧高
速公路。行驶约 13公里后到
达晋中北收费站，从收费站驶
出，沿榆次区鸣谦大街继续行
驶 6公里，可到达大学城。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如果
遇到拥堵，请排队依次通行，
不要穿插抢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韩飞）女司机李某，
不但在高速公路逆行，还在车
辆油料耗尽后，将车停在高速
公路上呼呼大睡。8月 28日，
高速交警四支队通报了这起
典型违法，向大家发出警示。

8 月 19 日晚 11 时 40 分，
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指挥
中心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
现一辆小轿车在黄花岭收费
站附近逆行，令周围正常行驶
的车辆纷纷避让，十分危险。
接到指令后，路面巡逻民警立
即前往查找逆行车辆，并在大
约 30分钟后，在青兰高速长临
段长治方向 835公里处，发现
有辆车正停在路边。

两位民警做好防护后，一
位民警指挥车辆避让，另一位
民警走上前去查看，结果发

现驾车的女司机竟然正在车
内呼呼大睡。经询问，司机
李某并未意识到自己一路逆
行，且上高速前没有加油，车
辆行驶到这里油料耗尽后，
李某束手无策，便索性在车
里睡起了觉。

民警呼叫拖车将李某的
轿车拖走，并对李某在高速公
路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
款 200元，记 12分的处罚。高
速交警提醒大家，上高速公路
行驶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状
况，确保油料充足。车辆发
生故障后，要将车停在应急
车道内，在车后 150米摆放警
示标志，人员要撤离到安全
地带，并及时报警求助。另
外，如果错过了出口，一定要
继续前行，千万不可在高速
公路逆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牛艳蓉）一辆厢式货
车的车厢内，竟满满当当挤着
30个人。8月 27日，清徐交警
大队民警，在柳小线查获了这
辆违反规定载人的货车。

8月 27日上午 11时 10分
许，清徐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
在柳小线南安村附近查处违
法行为时，发现一辆轻型厢式
货车沿柳小线由东向西行驶
过来，遂将车辆截停检查。

民警发现这辆货车的驾
驶室里，坐着 3 个人，但司机
石某未携带驾驶证，车主张某
和另外一名乘员的神色则显

得异常慌张，而这也引起了民
警的警觉。民警打开车厢门
检查，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
跳，只见车厢内满满当当挤着
30 个人。算上驾驶室内的 3
人，这辆准载 3 人的货车，一
共拉了 33人。

经询问，车上的人都是车
主张某组织的从事殡葬工作
的人，他们从清徐县大常村出
发，准备前往文水县杨乐堡
村。民警对司乘人员进行了
批评教育，暂扣了货车，转运
了车上人员，并对司机石某
作出了罚款 1000 元，记 6 分
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我市
男子张某谎称自己在消防救援队工作，伙同女子康
某以承揽工程为名，诈骗了受害人李先生 23万元。
8月 28日，万柏林警方通报，张、康二人已被和平南
路责任区刑警队民警抓获。

7月底，李先生向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报案，
称他被一男一女诈骗了 23万元。李先生说，他是做
工程的，2019年 6月结识了自称在消防救援部门工
作的张某，及张某的朋友康某。张某称自己认识河

南一家新能源公司的领导，可以帮忙承揽工程，而
康某也“证实”了张某的说法。李先生信以为真，便
给了对方 23万元，但工程的事却迟迟没有动静，他
这才知道上了当。

初步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并在掌
握了充分证据后，将 29岁的我市男子张某和 38岁
的我市女子康某抓获。审讯中，张某、康某对合谋
诈骗李先生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因涉嫌诈骗被
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刘晓亮）新学期即将到来，
或许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加油、打气”，我市许多
餐厅推出“开学季”主题促销活动，吸引不少市
民消费。

记者在南内环街的一家连锁烤肉店看到，店里
推出“元气开学，聚享 9折”活动，凭学生证每人能
便宜 14元，多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继续折扣，从 9.5
折到 8.5折不等；在中正天街，多家烧烤店、火锅店
也推出了“开学季”打折活动，不仅送“网红”饮品，4

人及以上餐费还可以享 8.5折。还有餐厅通过微信
公众号推出“开学季”抽代金券活动，现场抽立即
用，单次可消费 30元到 50元不等。

对此，各餐厅人员表示，暑假期间疫情形势复
杂严峻，给不少餐饮场所带来影响，当前防控形势
总体稳定，大家消费的热情逐渐恢复。而且每年开
学前都是餐饮消费旺季，各类型餐饮企业纷纷推出
促销揽客活动，就连平时几乎不打折的门店也会参
与进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本报讯（记者 薄鸿）8月 27日，一女子在滨河
自行车道北中环附近爬树摘野桃，树顶的桃子够不
到，她还不停摇晃树干，使桃树备受摧残。园林部门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公园里种植的桃树属于绿
化景观树，桃子也是以景观作用为主，不宜食用。

当日上午，市民马先生骑车走在汾河景区西岸
的自行车道上，当走到北中环附近时，路边的桃树
林里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于是他放慢车
速，骑过去观看。只见一名女子爬到桃树上，正在

摇晃树干，而一名男子正蹲在地上四处捡着掉落的
野桃。他提醒女子不要摘了，这种观赏桃不能吃，
对方却不以为意，仍然我行我素。一旁的男子时而
跳起来采摘，时而用手扯着枝叶摘桃。马先生十分
气愤，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园林部门工作人员
提醒广大市民，公园里种植的桃树属于绿化景观
树，桃子也是以景观作用为主，不宜食用。请市民
爱护绿化不要随意采摘果实，公园的优美景观要靠
大家的呵护，才能营造更美好的休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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