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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铁路北京段首条隧道贯通
地处昌平区南口村 隧道全长 3032 米

醉酒砸车 男子被刑拘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首
席记者 张静雅）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瑞）

昨天 9点，随着一声“轰隆隆”的
炮响，新建京张铁路南口隧道顺
利贯通，这是京张铁路北京段首
个贯通的隧道。
南口隧道工程是新建京张铁
路出京方向第一条隧道，地处昌
平区南口村，隧道全长 3032米，
设计时速 250公里，最大埋深
340米。线位总体位于老京张线
东侧，与之走向基本相同，沿线穿
越南口村、东园子村等村庄范围
内山体。
据中铁六局北京铁建公司南
口隧道项目负责人介绍，南口隧
道地质较为复杂，穿越三个富水
带，涌水风险较大，最大日出水

量达到 10000立方米。为解决这
个困难，项目部邀请水泵厂设计
专家，针对隧道内出水量大、积
水含泥量大的情况，设计出“超
级水泵”，在提升抽水能力的同
时，采用了“阶梯式”排水方案，
解决了隧道返坡排水问题，为提
升隧道的整体施工进度奠定了
坚实基础。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在施
工过程中，实现了南口隧道从开
工到贯通从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施工月进度更是创造了北京
地区隧道开挖月进尺 196米的
纪录。
京 张 高 铁 是 2022年 北
京——
—张家口冬奥会的重点配套

交通基础设施，正线全长
173.964公里，其 中 北 京 境 内
70.503公里、河北境内 103.461
公里，共设 10座车站。建成通
车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旅
行时间也从 3.5小时缩短到 1
小时左右。京张铁路北京段在
全线工程中任务最紧急、干扰
最大。两年多来，中铁六局北京
铁建公司全体参建员工战严
寒、斗酷暑，在保证安全质量的
前提下，实现了隧道的顺利贯
通，为接下来无砟道床施工、联
调联试等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为京张高铁北京段的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
者 曹雁南）

昨天，市民苏女士反映，从 7 月开始，她屡屡接到骚扰电话，甚至电话中还有人称她注册的公司从
2016 年开始便欠债不还。 苏女士疑惑不已，自己并未注册公司，怎么会接到这些电话？ 通过在企业信用
信息网查询，她发现，自己的手机号码莫名变成一家公司法人的电话，且该公司已经从 2016 年开始便
停止了年检。 而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发现，该公司并不在登记的地址，电话也联系不上负责人。 无奈下，苏
女士已经向朝阳工商局求助，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回复。

立即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
上搜索了这一公司的信息。“上
面显示该公司从 2016年开 始
苏女士告诉记者，从 7月份 就没有再登记年检了，网上也
开始，她就不断接到一些陌生 没有写法人的联系方式。那我
电话。“大部分电话都是外地号 的电话是怎么被泄露的？”苏女
码，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一个公 士十分困扰，“ 如果是该公司法
司的法人，这让我很纳闷。”苏 人不小心给别人误留了我的电
女士说，刚开始她并没有在意， 话，我也得找到他把信息更正
觉得可能是误拨，但是随着接 过来才行。”
到的电话越来越多，苏女士的
疑心也越来越大。“我自己并未 已联系工商更改信息
注册公司，更不是哪个公司的
法人。来电话的大部分都是要
为了更改信息，苏女士到处
找法人谈公司业务的，但是也 打听这家公司，可是也没有消息。
有人打来催账。这些电话不分 “注册地没有这家公司，而且网上
时间地点地打过来，已经严重 也查不到这个公司电话和信息，
感觉像是个空壳公司。”苏女士十
影响了我正常生活”。
“我的手机号怎么成了公司 分无奈。“现在我还是不断地接到
法人的电话呢？”苏女士说，她 寻找这家公司的骚扰电话，而我

的确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她告诉记者，已经
向工商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
尽快将信息变更过来。“工商部门
给我的回复是，对外公示系统中，
并没有发布我的联系方式，个人
信息产生错误的来源并不是由工
商登记及年报系统造成的。现在
正在帮我解决”。
记者通过网上查询到该公司
的注册地是在东直门附近一写字
楼内。记者到此处寻找，却并没
有找到这家公司。保安人员称楼
内从未有过该家公司。对此，工
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在尝
试联系该公司，并会尽快给苏女
士答复。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首席记者 张静雅
线索：辰先生

路边停车场。”他说，让大
家没想到的是，男子竟然
爬上了车子，站在车顶上
跳着往下砸。“男子体型偏
胖，在车顶上一跳，整个车
子就摇摇晃晃，而且他手上
还有个不知道哪里拣来的
砖头，跳下来的时候就拿着
砖头‘哐哐’地往下砸。好几
辆车都被砸出坑来”。
李先生说，大家看到男
子疯狂的举动都上前劝阻，
可是看到大家相劝，男子却
变本加厉撒起了酒疯，从一
辆车又跳到另外一辆车上，
继续砸。“我们看到事态越来
越严重，就打电话报警了。很
快，民警就赶到了现场，把男
子制服然后带走了”。
昨天，记者了解到，警方
将男子带回派出所，但他当
时并未恢复清醒，直到第二
天早上，男子才意识到自己
做了如此疯狂的事情，三辆
汽车也因他的疯狂举动造成
不同的损坏。目前，男子已经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线索：吴女士

“僵尸车”占位 居委会将协调车主

中铁六局北京铁建公司 / 供图

莫名成公司法人 连接骚扰电话

莫名接到讨债电话

三天前的
晚上，大兴区北臧村一名男
子醉酒后因和人发生口角，
一时情绪激动跳上路边停
车场内停放的汽车车顶并
狂砸汽车，三辆汽车不同程
度受损。路人看到后连忙报
警。警方赶到将醉酒男子控
制。昨天，北京晨报记者了
解到，该男子已经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当时，那名男子赤裸
着上身，手里拿着一块石
头，站在车上，一边跳一边
往下砸。”昨天，一名在附
近上班的服务员告诉记
者，三天前的晚上，一名男
子在饭馆喝多了酒，并和一
名同行的人发生口角。“他
们吵得很大声，带着酒劲儿
先是在餐厅里喊胡话，然
后又跑出去，在大街上大
喊大叫，很多过路的人都
害怕得躲着他们走”。目击
者李先生告诉记者，这群
人之中一名男子最为疯
狂，“ 他一边喊叫，一边脱
下上衣，跑到餐厅对面的

袁先生所住的都
市馨园小区内，长期停放堆
满杂物的“僵尸车”，不仅占
用公共资源，还存在着严重
的火灾隐患。昨日下午，北
京晨报记者走访发现居民
们对此意见颇多。该小区物
业表示，自己并无清理车辆
的执法权，已经将车辆及车
主信息上报给辖区居委会
进行处理。而居委会方面表
示，这个问题他们早有关注，
也已经联络交管部门，但由
于是小区内部停车，只能对
居民进行协调规劝，由居民
自行处理。
据袁先生讲，他家住在
都市馨园小区内，是一个老
旧小区，停车位很紧张，但有
些车位却被僵尸车长期占据
着，“ 这不是浪费公共资源
吗？而且那些车旁边还堆放
着各种易燃杂物，存在火灾
隐患。这对我们这些居民也
是种安全威胁呀”。
昨日下午，北京晨报记
者走访该小区看到，一辆银
色面包车，该车前后已无车
牌悬挂，透过车窗玻璃也可
以清晰看见大量物品堆在

车内。同时，在该车车门处，
还有一些被塑料布盖着的木
质板材捆绑在一起。周围的
居民告诉记者，这辆车车主
就是本小区的业主，车已经
在此停了好几年了，大家都
颇有意见，“ 这属于侵占资
源，拿公共地方放他们私家
物品”。
随后，记者来到该小区
所属的物业公司进行询问，
对方表示，该小区确实存在
僵尸车现象，据他们统计共
有七辆之多，袁先生所反映
的银灰色面包车其实只是其
中之一。“这些车都是小区内
业主的车，我们没有执法权
不能强行拖离，已经把问题
和车主信息整理上报给了辖
区居委会进行处理”。记者随
后电话联系了崇外街道都市
馨园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已经向区交管部门上
报了此事，超过报废年限的汽
车已经被拖走，
“剩下的几辆
因为是有主车辆，且停在小区
内部，不能强行拖走。我们现
在也在联合物业，希望加强对
居民的协调与教育工作，争取
让他们早日把车挪走”。
线索：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