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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收麦最宜是晴天，
我省已进入麦收时节，雨水能
否暂时离开，晴天能否持续曝
晒？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到6月8日我省大部地区
多晴好天气，有利于小麦收割
和晾晒。气象部门建议，各地
应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收割、晾
晒，同时积极抢墒播种秋作物。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8
日前，我省大部地区多晴好天
气，无明显大范围阴雨天气过
程。仅在6月4日前后全省有
分散短时阵雨和局地强对流天
气，降水持续时间较短，对麦收
稍有影响。6月9日到11日，
全省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
程，北部地区降水可达中雨量
级，对处于收割及晾晒的小麦
影响较大。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南
部、西南部小麦已进入成熟期，
其他大部地区冬小麦处于乳
熟-成熟期。其中，南阳、驻马
店局部地区土壤墒情偏湿，小
麦收获和夏玉米播种气象等级
为较适宜；其他地区墒情较好，
利于冬小麦收获和夏玉米播

种。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应趁

天气晴好抢收抢种，利用6月8
日前全省大部地区多晴好天
气，进入蜡熟末期至完熟期的
麦田要注意适时抢收，小麦收
获后应利用当前有利墒情进行
抢种。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接收最新气象预报预
警信息，重点做好雷雨、大风等
局地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近
期我省火险等级较高，应杜绝
秸秆焚烧，以免引起火灾和空
气污染。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5月
30日，西南部、南部阴天，部分
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
多云。5月31日到6月3日，
全省晴天间多云。6月4日，全
省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和局地强
对流天气。

6月 5日，全省多云到晴
天。6月6日到8日，全省多云
间晴天。6月9日到11日，全
省大部地区有一次小到中阵
雨、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北部
地区降水较明显。

另据了解，5月31日到6
月3日我省北中部将出现33℃
~35℃的晴热天气，可能出现
轻到中度干热风。

高考前，
我省大部多晴好天气

被扣驾照，只因莫名4个违章
周口男子驾驶证遭3人套用遇麻烦，警方支招如何防被套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核心提示：“我的驾驶证
被3个人套用，给我的生活和
工作造成很大麻烦。”截至5
月29日，孔先生驾照还没申
诉回来。4月9日，孔先生的
驾驶证因4个违章扣13分被
交警部门扣留，随后其辗转
多地进行申诉，记者介入后
有了转机，目前孔先生两个
违章已经被撤销了，另两个
正在处理，不久其驾驶证将
被返还。那么，如何防止驾
驶证被套用？有驾照的市民
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反映】驾驶证遭人套用，记满分后被扣留

老家周口沈丘的孔先生在
上海工作，持A2驾照，10多年
以来一直从事集装箱运输生意。

今年4月8日，他无意中发
现其在港区有一个违章没有处
理。如果不及时前往交警部门
进行处理解决，无法开车不说，
也将会影响到平时的集装箱运
输作业。

次日，孔先生没有开车，便
前往交警部门处理违章。孔先
生通过交警对其驾驶证信息的
查询，才知道自己的驾驶证已累
计记满了13分，而自己明明记
得只有一个3分的违章，其余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有人套用我的驾
驶证，另外 10 分违章肯定不
是我的。”孔先生回忆，交警给
他出具的违章具体详情显示，
上面几个车牌号根本不是他
的，他也没有开过那种型号的
车辆，且根本没有开车去过金
华、江山、苏州等违章的那几
个地点。随后，交警把孔先生
的驾驶证扣留。

孔先生为了自证清白，回
到其获得驾驶证的老家车管
所处理此事。当地工作人员
告诉他，需到违章发生地进行
处理。接下来，孔先生又辗转
多地进行申诉。据其推测，可

能是他的身份信息泄露了，导
致驾驶证被人套用。

“为了能够把驾驶证早日申
诉回来，我先后跑了好几个地
方。”孔先生告诉记者，他觉得自
己太冤枉了，重新拿到驾照不仅
要参加道路相关法规学习，耽误
工作少赚钱不说，还需要花费不
少路费。

让孔先生更担心的是，别人
如果利用他的身份信息做一些
违法的事，会给他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目前，孔先生已经到当地
派出所说明情况，让民警帮助他
解决问题。

【进展】记者介入后，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5月中旬，孔先生将他的蹊
跷遭遇致电大河报，随后记者帮
他分别和上海、金华等交警部门
取得了联系，进行了沟通协调。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均表示，会尽
快查明原因，帮助孔先生恢复名
誉，如果他的驾驶证确实被人套
用，也会为他出具相关证明，以
便帮他申诉。

孔先生提供的上海港公安
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显
示，扣留其驾驶证。而另一份

“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满分教
育告知书”则显示，孔先生机动
车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
计记分达到12分以上（含），根
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要在15日之内参加相关法规学
习等。

记者从江山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获悉，3月12日上午，江山
市交警大队查获豫P3A635重
型半挂牵引车违反禁令标志的
违法行为，进行罚100元记3分
的处罚。事后发现，该车驾驶员
是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进行
扣分处理，该驾驶员套用了驾驶
员孔先生的驾驶证身份信息，致
使驾驶员孔本人被扣3分，提请
上级对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的违法行为予以核销。

记者通过相关渠道查看被
套用的驾驶证，除了照片不是孔
先生外，姓名、住址、出生年月均
和孔先生一模一样。孔先生告
诉记者，套他驾驶证信息的人他
也不认识，且他的证件一直在身
上，也从来没有丢失过，所以他
感到很纳闷。

金华市公安局交管分局金
东大队江东中队出具的一份情

况说明显示，3月16日晚，金华
市金东大队民警查获 P3A635
重型半挂牵引车闯红灯的违法
行为，进行罚150元记6分的处
罚，后发现该车辆驾驶员是套用
了驾驶员孔先生驾驶证信息，致
使驾驶员孔先生被扣6分及扣
留驾驶证，恳请上级对其违法行
为予以核销。

此外，还有一个违章扣 1
分，另一个违章没有扣分只是罚
款。

5月29日上午，记者再次联
系上了孔先生，通话中他显得有
些激动，他告诉记者，一共有3
人冒用他的驾驶证共有4条违
章。违章记录已经撤销了两处，
还剩下两处违章正在进行处理，
上海方面已经承诺，在7~15日
内将事情处理完毕，目前他正在
等待驾驶证返还。

【提醒】驾驶证一旦丢失，应当立即报警

据了解，2011年4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对伪造、变
造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加重了处
罚力度。

123号令根据法律规定，明
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
造的驾驶证的，由公安交管部门
予以收缴，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无论是自己伪造、变造
驾驶证，还是使用伪造、变造的

驾驶证，都要按照上述规定予以
处罚。其中，伪造、变造驾驶证
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伪造、变造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
究刑事责任。

那么如何防止驾驶证被套
用？郑州市交警支队一名民警在
受访时提醒广大市民，要不定期
上网查询自己的驾驶证的状态及
记分情况，便于及时发现是否有
因为被套驾驶证等原因导致的错
记分情况发生。一旦发现自己驾
驶证出现异常的交通违法信息，

要及时向车管所部门说明情况，
进行反映和求助，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必要时可请单位开具相关
证明，希望他们帮助查明。

值得注意的是，平时大家要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驾驶证、行驶
证、身份证等重要证件，最好不要
把这些重要证件借给他人使用，
更不能把驾驶证借给他人去处理
交通违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驾驶证、行驶证等重要证件
一旦丢失，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及时到相关部门补办证件。

《洛阳90后夫妇入狱，留下1岁多
男孩无人照料》后续——

是一个“爱”字，
帮孩子找到了依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焦勐

本报讯 5月22日，大河报
AⅠ·09版以《洛阳90后夫妇
入狱，留下1岁多男孩无人照
料》为题，报道了洛阳市一对未
婚先育的90后青年，因强迫卖
淫罪被公安机关逮捕，法院最
终分别判决二人有期徒刑七
年、六年。

90后未婚青年入狱后，留
下一个年仅1岁多的男孩亮亮
（化名），面临无家可归的困
境。得知孩子的情况后，洛阳
市政法委副书记尤清立主动站
出来，协调公安、法院、民政、律
师事务所、儿童福利院等单位，
共同帮助孩子找到了温暖的

“家”。
报道刊发后，在社会上引

起极大反响，市民、网友们纷纷
对公安机关秉公办案喝彩，对
政府各部门协力为困境儿童找
到依靠点赞。

5月29日，洛阳市政法委
副书记尤清立再次组织参与救
助亮亮的各部门负责人，到洛
阳市儿童福利院看望亮亮，并
为亮亮带来了玩具和零食。

在洛阳市儿童福利院的会

议室内，尤清立对帮助亮亮的
各单位负责人表达了感谢，并
对整个救助过程进行了总结。

尤清立说：“正是由于各单
位敢于担当，才让这个孩子能
够顺利进入儿童福利院得到最
好的照顾。正是因为一个‘爱’
字，将各部门凝聚在一起，大家
一起发力，帮助孩子找到了依
靠。”

尤清立表示，此事能够妥
善解决，彰显了政府对违法必
究的决心，保护了基层办案单
位的工作积极性。基层政法部
门有困难，政法委必须主动站
出来，为基层排忧解难。同时，
此事也彰显了洛阳司法机关人
性化和关爱妇女儿童的一面。

另外，洛阳市政府曾经出
台过对困境儿童的救助政策，
但是这个孩子遇到的困境不在
其范围内，“通过这件事能促使
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

会议结束后，尤清立看望
了亮亮，并和亮亮的护理员进
行了沟通，嘱咐护理员要关注
亮亮的心理健康问题，引导孩
子健康成长，同时，要求相关工
作人员要做好亮亮家属的思想
工作，定期到儿童福利院看望
亮亮。

冒用孔先生信息的虚假驾驶证,除了照片不是孔先生外，姓名、住址、出生年月均
和孔先生一模一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