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很后悔，确实太危险了，
以后我肯定不会这样做了。”事
后，邱先生也懊恼不已。9月 12
日下午，记者在成都市交警六分
局见到了前来接受处罚的邱先
生。对于自己被家人举报一事，
邱先生也表现得很坦然：“我觉
得家里人做得很对，我这种行为
的确不对，应该受到处罚。”同
时，邱先生也表示自己会买一个
儿童专用的安全座椅放在车上。

“虽然‘蓉e行’平台上的违
法举报里面没有‘危险驾驶’这
一项，但这个视频很有现实意
义，驾驶员也确实违反了相关交
通法规。”据成都市交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由于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62条第3项（第三种行
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
为的”，根据《道法》相关规定，邱
先生将受到罚款200元，扣2分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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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儿一直在哭，咋个办嘛？”
8月27日下午1点，在高新西区蓝
岸街上，邱先生和妻女刚参加完
亲戚的生日宴会，正开车回家。3
岁的女儿哭个不停，坐在副驾驶
的邱太太实在没辙了，把孩子递
给了正在开车的邱先生。

邱先生见路上没人，车速也
很慢，就接过女儿，把她放在自
己怀里，双手握住女儿的手，搭
在方向盘上开起了车。说也奇
怪，刚刚还在啼哭的女儿一下就
不哭了。邱太太眼看要到家了，

便拍下先生和女儿“一同开车”
的视频，发到家庭群里，想给家
人报个平安。

没想到，视频刚刚发出来，
群里就炸了锅。“太危险了嘛！”

“咋个能抱到娃娃开车？万一出
了事咋个办？”群里的长辈们纷
纷出来指责小两口。为了让邱
先生警醒，次日，家中一位长辈
将邱太太发到群里的视频上传
到了“蓉e行”平台上进行举报，
并明确说明，就是要让交警来好
好教育一下他。

早报讯（记者 赵霞）9
月 12 日是第 13 个中国预防
出生缺陷日。为进一步增
进对预防出生缺陷工作的
协作，让更多群众深入了
解、主动参与预防出生缺陷
工作，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
妇儿工委办、省残联等部
门，采取省、市、区三级联动
方式，开展了以“全民同心
让爱无缺”为主题的“中国
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两位青年志
愿者宣读了预防出生缺陷
倡议书，来自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省妇幼保健院、
省八一康复中心和成都市
相关医疗保健机构的专家
为市民提供优生遗传、儿童
保健等方面咨询义诊，并向
群众发放优生优育、预防出

生缺陷、孕期保健等宣传资
料和计生用品。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罗
良娟介绍，2017 年，省政协
将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案
列为重点督办提案，进一步
聚力推动出生缺陷防治工
作。近6年来，中央和省级
财政共计投入 13.4 亿元，为
妇女儿童提供 1420 余万人
次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我省
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由
2010 年的 172 .86 /万下降至
2016年的140.88/万。罗良娟
强调，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医疗保健机构要主动
开展预防出生缺陷知识宣
传，唤醒公众预防出生缺陷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扎实开
展好出生缺陷一二三级预
防措施；切实降低出生缺陷
发生率。

后来，宁某某数次找曾某某讨要
商量好的赃款，曾某某均以各种理由
推拒。

气不过的宁某某，联系快递员周某
某，声称如果给1000元，就将手机丢失
真相告诉他。后周某某报警，宁某某、
曾某某被抓捕归案。案发后，被告人宁
某某的近亲属已将6588元赔偿给四川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并取得了谅解。

新都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曾
某某、宁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
骗他人财物6588元，数额较大，其行
为构成诈骗罪。二人基于同一犯罪

故意，共同实施诈骗行为，系共同犯
罪，但被告人曾某某系犯意提出者、
赃款获得者，所起作用较大，被告人
宁某某所起作用较小。被告人曾某
某、宁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
实，系坦白，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
罚。考虑到被害人的损失已挽回，二
被告人归案后有悔罪表现，对其所居
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法院依法
对其宣告缓刑。综合以上，判处曾某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三千元；判处宁某某有期徒刑七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尊敬的蓝光“创客城八期项目”业主：
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买的“创客城八期项目”

1-5栋物业已达到合同约定交付使用条件，我司根据《商品
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相关约定，将于2017年9月20日至
2017年9月24日办理物业移交手续。

开发商：成都双流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交房公告

抱娃开车 男子被亲戚“大义灭亲”
亲戚举报说“就是要让交警好好教育一下他”，男子被扣2分罚款200元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8月28日，“蓉e行”平
台收到一则特别的举报视
频：视频中一位年轻男子
正在开车，而他怀里竟然
还坐着一个小女娃，该男
子用双手扶住女娃握在方
向盘上的小手，一大一小，
开得不亦乐乎。举报理由
是“让儿童参与驾驶，危险
驾驶！”，而举报人正是开
车男子的一个亲戚，可谓
是“大义灭亲”。

驾 驶 员 抱 着 孩 子 开
车，会因小孩不确定性的
动作，增加事故风险，也会
因为照顾小孩而分心，这
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在驾驶途中，家长尤
其要注意驾驶安全，孩子
哭闹时应由同行人尽量抚
慰，有条件的家庭应选择
安装儿童专用座椅。

四川出生缺陷率
降至140.88/万

“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举行

网购手机收货后谎称快递丢失

两男子因诈骗罪获刑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在网络购物已经普
及的今天，各类由网络购
物 引 发 的 犯 罪 层 出 不
穷。近日，新都法院审理
了一起诈骗罪案，两被告
合谋秘密领取快递，后谎
称快递丢失，骗取快递公
司补偿金。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又
晒了一天！虽有余热但又不
太热，体感是舒适的，心情是
美好的。相比前日太阳的“热
情好客”，昨日成都太阳的表
现却“含蓄”了许多，不过，最
高气温仍超过了30℃。

阳光背后，雨水已经在开
始酝酿。今日起，成都天空中
的云层渐厚，未来几天，雨水
逐步登场，这几天回升的气温
也将熄火，成都最高气温又将
再次回到“2”时代。

这几日，天空都是阳光的
主场。太阳的热情恍若盛夏
复燃。不过毕竟已是9月天，
持续晴热的时间不会很长。
趁着夏天还未结束，气温好好
地挣扎了一番。甚至前两日
成都最高气温重回 30℃以
上。在阳光的助力下，盆地大
部分地方都上了30℃。

然而，连着上岗两天的阳
光，已经余额不足了。记者从
四川省气象台获悉，从今日开

始，降雨来了。雨水从西部沿
山开始蔓延。今日白天，盆地
大部多云转晴，西部沿山多云
间阴有分散性阵雨。

今日晚上，雨水开始扩大
势力范围，除了盆地东北部多
云间晴，其余各市多云间阴
天，有分散阵雨，其中绵阳、德
阳、成都、眉山、乐山、宜宾6
市西部和雅安有中雨，局部大
雨。明日晚上到15日白天，盆
地西部沿山、西南部、南部多
云间阴天，有阵雨，盆地其余
地方多云间晴。今日盆地西
部最高气温26-28℃，降雨慢
半拍的地方，最高气温还要维
持在30-32℃。

最高温重回“2”时代

缘由
为安慰啼哭女儿做出危险举动

结果
当事人接受处罚后悔不该冲动

民警提示

悄悄取走快递后，谎称未收到货

为骗点钱花，曾某某主动联系
其同学宁某某，将琢磨已久的骗钱
计划和盘托出。两人一拍即合。
2016年 8月 21日，曾某某在天猫网
站以 6588 元购买了一部 iPhone6S
Plus 手机，并将宁某某的家庭地址
设置为收货地址。

2016年8月25日，四川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快递员周某某将快递送到
宁某某家楼下，并电话告知。后按照

宁某某的要求将快递放在小区门卫
室。曾某某趁人不注意，悄悄将快递
取走。宁某某则联系顺丰速运，称未
收到货，要求赔偿。

双方协商未果，曾某某在网上
申请退货，网站将6588元全额退还
给曾坤后，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赔偿天猫网店 6588 元。后被告人
曾 坤 将 该 iPhone6S Plus 手 机 以
5000元销赃。

两人分赃起矛盾，手机丢失真相大白

今日天气 明日天气

小雨
21-24℃

多云
21-28℃

今起云层渐厚雨水逐步登场

男子抱女儿开车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