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通讯员 祝宇秋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有些货
车在路上行驶着，远远看上去并无
异样，但靠近一看“毛病”百出。有
的货车尾灯不亮，有的没有反光标
贴，有的放大号牌不清晰，更有甚者
多项违法集于一身。它们在夜间疯
狂出没，集体跨越高速“偷渡”至目
的地，妄图依靠夜色掩盖自身的违
法行为，躲避检查。高速交警表示
一个都别想跑。

12月26日晚7时许，南京市高
速十大队交警在巡逻至辖区一匝道
口附近时，发现一辆放大号牌不清、

尾灯也不亮的重型半挂货车从匝道
徐徐驶上高速。交警果断出击，在
其过高速服务区时将其逼停至安全
地点依法进行处罚。当日稍晚，交
警巡逻至某一服务区附近时发现一
辆油罐车小车牌和放大号牌都被灰
尘粉料完全覆盖，交警责令其停进
服务区内，对其进行了处罚。27日
晚间，交警在定点查究时发现一辆
黄牌货车的放大号牌完全看不清
楚，车身也没有反光标贴，交警将他
拦停后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经询
问，货车司机大多并非故意遮挡号
牌，是由于车辆本身工作环境恶劣，

加之平时不注意清理，时间久了号
牌就被污损而看不清楚。司机自己
也知道号牌污损，但懒于清理。交
警教育他们要及时清理号牌，对其
明知故犯的行为和安全意识的淡薄
提出了批评。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货车驾驶
员，货车灯光不全、尾灯不亮、反光
标贴破损、放大号牌污损等行为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夜间行车无异
于一颗重磅“炸弹”，不利于被人观
察到，自身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
障。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货车
“亮尾”势在必行。

高速惊现“偷渡大军”交警表示一个都别想跑

A08 法治新闻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江艳 美编：舒君 校对：孙静

注销公告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
企业服务中心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列》，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12 月 26
日股东会决定，南京天印鸿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南京天印鸿
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2月28日
兹有南京德慈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
章一枚，声明作废；另声明，若
寻回，承诺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39F5P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461，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A17A1U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404，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35A6X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474，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31G9P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456，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09UL9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682，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A26UT6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693，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20ZS6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689，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20VZ8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704，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09XP6 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6688，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 A76VM3 道路运输证，
证号：宁320152186680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易出行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苏A25A7N道路运输证，证
号：宁320152185888，声明作废
南京安弘石业有限公司遗失弘
阳装饰城 C3-102 质保金收据
金额3000，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雪雪小吃店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20104MA1T5CE04H，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雪雪小吃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3201040075439，声明
作废
遗 失 袁 炳 武 身 份 证 ，证 号
362425198008202213声明作废
遗失：马鞍山龙王铺商贸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500395839694A）营 业 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浦口区袁炳武超
市店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继续使用
杨予希遗失南京体育学院奥林
匹 克 学 院 学 生 证 ，证 号 ：
320483200107171728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龙之梦体育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
务 财 法 人 章 注 册 号
320114000120889声明作废
南京慧洛克婴幼儿保育有限公
司遗失南京五矿悦居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押金收
据。收据号 0012287，金额人民
币捌万元整，声明作废
曹 长 珍 残 疾 证 遗 失 ，证 号 ：
34032319540816112662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浦口区金皖土菜馆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320111600312649声明作废
南京市栖霞区万立祥建材经营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马鞍山市闻森自游旅游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法人许斌），声明作废
秦淮区海博企业咨询服务中
心 ， 信 用 代 码
92320104MA 241KQMXE 税 务
UKey遗失 特此声明
南京市鼓楼区百佳酒店用品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1016MA1QMK5D55 声 明
作废
遗失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首付款发票，发票
号 码 ：07720454 金 额 ：401534
元，声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订版
电话

晨报讯（通讯员 陈云垲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全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工作部署会议精神，预防重特
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
全，12月26日高速五大队民警在开
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中，查获一
起无证驾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当日15时50分左右，高速五大
队检查站警力在对一辆浙G号牌小
型轿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驾驶员谎
称驾照没带。当民警让其提供有效
身份证件时，其又称没有携带，称身
份证号码太长很难记住，十分可疑，

现场警力当即将其带至站内做进一
步核查。经警务通核查，交警发现
该驾驶员并未取得驾驶证。事实面
前驾驶员不再狡辩，坦白其正在学
驾驶，刚考完科目一，搭朋友车从浙
江出发来南京某学校接妹妹回家，
看到朋友长时间开车有点疲劳了，
自恃自己会开车，而且高速上也没
有人检查，便心存侥幸，从朋友手中
将方向盘接了过来，帮忙开了一段
路，谁知道在进入机场高速主线收
费站时被执勤的高速五大队民警给
查获了。最终民警对其无证驾驶的
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依法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当男
子得知自己不但要交罚款，还会被
拘留时，表示肠子都悔青了，连叹这
个教训太深刻，以后一定要做遵纪
守法的交通参与者。

南京交警友情提醒：心疼朋友开
车累帮忙代驾是好事，但也要看自己
有没有驾驶证，无证驾驶是一种严
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未经过专业的
培训，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基
本驾驶技能和安全驾驶心理，一旦
遇到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易引
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
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男子胆太大 刚过科目一就敢“代驾”

晨报讯（通讯员 周波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近日
晚，高速一大队巡逻警车巡逻至
沪蓉高速南京往上海方向276公
里处时，发现一起山东号牌轿车
追尾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吴警官
在现场处置交通事故时发现，看
似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另有
蹊跷。

交警发现，在夜间温度仅有
2℃的情况下，轿车驾驶员竟然只
穿了一条棉毛裤。当吴警官要求
其靠近一点接受询问时，驾驶员
却支支吾吾不愿靠近。而大货车
驾驶员吴师傅也表示，事故发生
后，雪佛兰驾驶员急忙让其先行
离开，表示可以私下解决。吴警
官走到轿车驾驶员身边，立马闻
到一股浓烈的酒味。吴警官随即

将驾驶员李某带回高速一大队进
行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结 果 为
95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随后吴警官和陆警官将李某带至
医院抽血。

后经办案民警调查，身为山东
人的李某和同乡在南京聚餐吃水
饺，席间饮了半斤白酒。酒后，李
某因为喝得畅快，自觉半斤白酒不
影响自己驾车，顿生外出兜风的念
头，便独自驾车从小区出发。在
外兜转一圈后，又突发奇想，想看
看上海夜景，便驾车上了沪蓉高
速欲前往上海。谁知因酒后驾车
操作不当，还没有开出南京便发
生交通事故。目前，李某的血检
结果已经出来，数值同样也是
95mg/100ml，李某因涉嫌危险
驾驶罪，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晨报讯（通讯员 郭明慧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12月24日上
午，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在南二楼安
检口捡到一个棕色小包交给民警。
民警打开提包，发现包内有2条香烟
和一个用红色塑料袋装着的70000
元现金。想到失主一定非常着急，民
警迅速安排人员广播，几分钟后，失
主赶来将提包找回。

原来当天早晨6点40分左右，
南二楼安检口的安检仪上，有一个
棕色的手提包在通过安检时被后面
的行李箱挤掉在了地上，一直没有
人拿。等了一会，工作人员便将包
捡回并交给值班的南京站派出所民
警方晨。方晨打开包一看，发现包
内一个红色塑料袋装着7沓捆好的
崭新的人民币，应该有七八万块
钱。想到失主一定非常着急，于是
民警迅速安排广播。不久后，一名

穿着土黄色上衣的男子气喘吁吁地
赶到安检口，说自己的一个手提包
不见了。民警问他包内有什么东西
时，他说出了2条烟还有一包贵重
物品，民警向他确认时他悄悄地说
是70000块钱。民警让他拿出身
份证和车票，经过核实确实是他的
物品，民警便及时归还给他。男子
来不及说谢谢，转身就跑去赶车，竟
又把身份证和车票忘在了安检口。

于是，南京站派出所民警安排
特勤迅速按着男子离开的路线，跑
去他所在的候车室寻找，交还车票
和身份证，并仔细向男子询问了丢
钱的经过。

经民警了解，男子姓梁，安徽宿
州人，在南京打工，主要从事外墙油
漆工作。为了回家给儿子结婚买房，
便向老板领取了这一年来打工的全
部收入，共计70000块钱，因为当天

太晚了，来不及去存银行。第二天急
匆匆地收拾完行李，就大包小包带着
钱准备元旦前回老家了。当时三个
工友一起共带了十多件行李。过完
安检后，只顾着拿大的行李，结果小
提包竟给遗忘了。坐电梯上到一半
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背包不见了，吓
出了一身冷汗，便飞奔回来找包，幸
好被民警发现并妥善保管，最后才能
及时取回。面对失而复得的包，梁某
非常激动，确认7沓人民币共7万元
现金后，从包内拿出香烟一定要给民
警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被民警和工
作人员拒绝。

类似的情况在火车站经常发
生。在此，民警再次提醒广大旅客，
出门乘车时，最好预留充足的时间，
切忌匆忙。并将自己的行李物品系
上特殊标记，安检过后一定要及时清
点，避免贵重物品遗失或错拿。

晨报讯（通讯员 六公宣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近日，六合
公安分局金牛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八百桥社区篮球场有两头
猪，不知道从哪来的，需要民警前来
处理。

民警王太宁接警后立即带上工

具赶往现场，到达后民警询问报警人
知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养猪的，报警人
表示自己也是路过并不知晓，只见
两头猪在社区广场四处乱跑，目测
每头猪都五六十斤的样子，于是和
其余5名辅警兵分四路围堵，开始
实施合围抓捕。

经过大家40分钟的不懈努力，
成功将两头猪捉住，最终经过民警的
多方联系查找，顺利将两头家猪交还
给主人。猪主人表示平时这两头猪
都养在猪圈里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
会逃出猪圈的，对民警和辅警的热心
帮助表示十分感谢。

两头家猪出逃 民警辅警合围抓捕

晨报讯（通讯员 秦公轩 庄
颖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
近日，南京秦淮警方接到一公司负
责人报警反映，称其公司邮箱可能
被黑客入侵了，对方盗用并仿造了
其公司邮箱，骗取了客户要付的货
款，急需民警的帮助。

原来，报警人小朱的公司主
要是做出口生意的，平时都是和
一些国外的公司进行对接。今年
4月份，公司按照惯例与一家北
美洲的公司进行联系，而小朱就
是这笔订单的负责人。因为对方
公司是老客户了，有需求就会直
接联系小朱，当时小朱收到邮件，
对方称要购买20吨杀虫剂，并向
小朱进行了询价。小朱很快将报
价发了过去，双方谈拢之后，对方
确认了这一订单。

通常情况下在与对方签订合
同过后，他们会先将货物发过去，
对方会在 180天内将货款打过
来，小朱告诉民警，这批货物在6
月份的时候对方就已经收到了，
11月中旬小朱便开始提醒对方要

尽快结款，还将正确的收款途径通
过邮箱和个人社交软件发给了对
方。24日左右，对方表示已经将
钱打过来了，要小朱注意查看有没
有收到，然而几天过去，小朱也没
有收到，感觉不对劲的小朱赶紧查
了之前的记录，这才发现客户邮箱
的后缀不对，有人改了两个字母混
淆视线，仿造了客户的口气、习惯
用语，以对方公司的名义和小朱联
系，小朱就赶紧给真实的客户发送
邮件和微信，问他们是什么情况。

第二天，小朱就收到了假邮
箱的回复，对方说原先的邮箱上
限了，所以更改了新邮箱，小朱
越想越不对劲，赶紧通过私人社
交软件联系客户，这才得知客人
收到了小朱公司发去的确认收
款邮件，而这一邮箱也被改了两
个字母的顺序，双方这才发现被
人套路了，连忙报了警。而这笔
80余万元的订单货款全部被转
进了他人的账户。

目前，秦淮警方已对此事介入
调查，相关工作还在开展之中。

男子丢失血汗钱 民警及时帮忙找回

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另有蹊跷
一查原来是驾驶员涉嫌酒驾

颠倒两个字母的顺序
有人造假邮箱骗取80余万货款

高速交警查处油罐车。 交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