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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墙墙之之隔隔建建油油站站，，居居民民担担心心不不安安全全
菏泽市区一在建加油站距居民区太近引质疑，相关部门称限其2日内自行拆除

本报定陶 1月 1 8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朱建
英 ) 小到鸡蛋青菜，大到家
用电器，只要是值钱的东西，
他们都不会放过。一盗窃团伙
流窜定陶城区和周边区域，疯
狂作案 8起，涉案金额达 2万
余元。18日，定陶县公安局东
城派出所成功破获了这起入
室盗窃案，该团伙成员张某等
3人落网。

18日凌晨2时许，熟睡中的

定陶县城区程先生被屋里的一
片响动惊醒，他将妻子唤醒，悄
声告诉她家中可能遭贼，自己
悄悄走到门旁，透过门缝看到
几名男子正在搬运自己家中的
东西，随后报警。

定陶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
民警称，15分钟左右，出警人员
赶到现场看到，几名可疑男子正
在往车上搬运东西。而在车上，
民警发现了电视机、电脑、鸡蛋
甚至青菜等物品。现场，民警缴

获了作案工具。
据东城派出所民警介绍，

从2 0 1 4年1 2月份开始，他们
频繁接到辖区村民报警称家
中失窃，最多的一天接到了2
起。盗贼采用剪锁和撬门等手
段入室盗窃，小到鸡蛋青菜，
大到家用电器，都成了他们下
手的目标。

在案件侦破中，民警发现
此类案件都发生在后半夜，犯
罪分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

且销赃速度很快。1月10日，东
城派出所辖区再次发生入室盗
窃案，根据报警时间、内容和手
段，警方进行串并案侦查，认定
是同一伙犯罪分子作为。在办
案民警对辖区内有盗窃前科和
刑满释放人员排查时，很快发
现城区居民赵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18日凌晨，民警将正在作案
的赵某、王某、宋某当场抓获。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蠡蠡贼贼盗盗窃窃 鸡鸡蛋蛋青青菜菜都都不不放放过过
定陶警方成功破获了这起入室盗窃案

本报菏泽1月18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为帮朋友要账，将

欠债人非法拘禁至宾馆，后欠债人在
跳窗逃走时不幸坠楼身亡，要账不成
反而搭上自由。近日，菏泽中院开庭
审理了一起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致
他人死亡案件，经法院审理，男子因
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12年2月14上午，菏泽的李某
在城区内发现欠其朋友蒋某(另案处
理)债务的张某，于是，李某赶紧给蒋
某打电话告知。电话中，蒋某安排李
某帮他看好张某“别让他跑了”，并委
托李某帮忙要账。在得到朋友的“委
托”后，李某便叫来了冯某等人(均已
判刑)将张某带到一家宾馆房间内看
管并帮蒋某索要欠款。

当天下午，张某又被蒋某找来的
另外两人(均已判刑)带到了城区另一
家宾馆继续看管并索要欠款。17时
许，张某趁这两人不注意，从房间内
跳窗逃离，结果不幸坠地身亡。

张某死亡之后，李某等人被警方
抓获。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
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
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李
某为代他人索取债务，纠集他人把被
害人带至宾馆进行看管，且一直未离
开宾馆，后另外两人将被害人张某带
至另一宾馆，因疏于看管造成被害人
死亡结果发生，被告人李某不在现
场，属从犯，应减轻处罚。

法院遂综合整个案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释》之规定，判决李某有期徒刑三年。

帮忙要账拘禁他人

欠款人欲逃坠楼亡

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赵念东 实习生 吴鹏

“守着一颗‘定时炸弹’，换做谁不糟心。”16日上午，家
住牡丹区阳光小区的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在中
华路与西安路交叉路口西南角在建一加油站，场地上已放
置一油罐，距离该站仅有一墙之隔的居民对此表示反对。
居民认为，该加油站对他们的生命财产、生活、环境、交通
都带来了不利影响。记者采访得知该加油站未取得相关部
门审批手续。

居民方>>一墙之隔建加油站，让人很担心

家住牡丹区阳光小区的李
先生已退休在家，最大的爱好
便是每天早上到离家不远的西
关体育场打太极，用他的话讲
便是“老有所乐”。

而最近他却高兴不起来
了，因为在中华路与西安路的
交叉路口正在建设一加油站，
而该站点距离他居住的小区只
有一墙之隔。

“10余年前，这里便建有一
加油站，当时附近没有人居住，
意见不大。”李先生说，后来，不
知为何，该加油站停业了，这片
区域也便闲置了下来。

在一个月之前，李先生发
现，有人正在硬化这片区域的路
面。“当时施工人员告诉我，他们
将在这里建一洗车场。”洗车场
而已，当时的李先生并未在意。

在一周前的一天夜间，居
住距离该加油站点南侧一墙之
隔居民区的黄女士听见有响
动，好像有人正在施工。“我记
得当时是深夜12点多，由于天
冷，我没有出去查看。”而在第
二天早晨，出门的黄女士在硬
化的地面上发现一个10余米长
的油罐。

“这个加油站与我家只隔
着一堵墙，整天守着这么一颗

‘定时炸弹’，怎能不担心。”住
在附近的居民知道建设的是加
油站后，都很担心安全问题。“这
是个很大的隐患，我们基本都是
反对的。”黄女士说，当他们找到
施工方要求查看建设加油站相
关的审批手续时，对方却迟迟未
提供，因此，附近居民对该加油
站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相关部门>>未经规划审批，限其2天内自行拆除

“如果他们有相关手续，为何
迟迟拿不出？”附近居民怀疑该加
油站并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核便私
自建造，属违法行为。该加油站到
底是否具备相关审批手续？记者
电话联系了菏泽市规划局，该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说，位于中华路
与西安路交叉路口西南角的加油
站并未经规划局审批。

当日16时许，记者又联系了
牡丹区安监局。据该局工作人员

介绍，该加油站手续不全，当天下
午，安监局与消防、建设局与南城
办事处等部门对该加油站进行了
查处，并当场下达了限其在2天内
自行拆除的通知。

据了解，根据国家相关安全
规定，加油站选址距离重要公共
建筑物安全距离为50米，距离一
般民用建筑物，一级加油站为16
米，二级加油站为12米，三级加油
站为10米。但一类保护物要增大

安全距离，如二级加油站油罐距
一类保护物的安全距离为20米。
一类保护物包括总建筑面积超过
5000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商住楼，
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残障
人员康复设施、养老院、疗养所等
一些重要公共建筑物。

18日18时许，记者再次来到位
于中华路与西安路交叉路口西南角
的加油站，场地上的油罐并未拆除。
事情进展如何，本报将持续关注。

施工方>>加油装置很安全，手续不全可以补

16日10时许，记者来到位
于中华路与西安路交叉路口
的事发场地发现，现场有10余
名市民正在向施工方讨要说
法，而施工单位办公室大门紧

闭。
记者在现场看到，放置在

地面上的一长近10米、宽约3
米的阻隔防爆撬装加油装置
(市民反映的油罐)很是显眼，

上面有“中民油气”字样。该加油
装置与西侧和南侧的居民区只
隔着一堵墙，而距离中华路只隔
着一人来人往的人行道。而在该
场地的北侧，记者又发现了一贴
有“有电危险”标签的变压器。

“在这站点的不远处还有几
家饭馆，明火免不了。”李先生
说，若该加油站建成后，将会对

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生活、环
境、交通带来一定影响。

随后，记者找到该加油站的
工作人员。对于该装置是否有安
全隐患，对方称，该装置很安全，
附近居民无须担心。当记者要求
查看相关审批手续时，该工作人
员称，加油站的手续齐全，但目
前并不在他手中。“原来这里有

一加油站，该有的手续都有。”经
记者再三询问，该工作人员称，
手续不全，后面可以再补。

对于该加油站是否具备相
关部门的审批手续，记者拨通了
中民油气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当
提及他们是否具有审批手续时，
对方直接挂掉电话。

做做服服务务员员66天天 偷偷店店里里44000000元元逃逃走走
菏泽该男子因涉嫌盗窃犯罪被开发区警方依法提请逮捕

本报菏泽1月18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李增强 )

菏泽一男子应聘到菏泽火车
站附近一快餐店做服务员，具
体工作是给客人点餐、送餐和
打扫卫生。该男子在工作过程
中无意间获知收银电脑系统密
码，后趁收银员离开收银台之
机，盗走现金4000元逃走。目
前，该男子已被开发区警方提
请逮捕。

据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
局车站派出所民警张建国介
绍，2014年10月24日，接到菏泽
火车站附近一快餐店收银员报
警称，在其店中做服务员才6天
的韩某趁收银员离开收银台时

机，盗走现金4000元逃走。办案
民警查看快餐店监控，确定盗
窃嫌疑人为韩某，并获知其身
份信息，遂进行调查抓捕。

经民警调查得知，韩某为
收养的孩子，其养父前两年病
故，他就开始外出游荡打工，再
没回过家，靠断断续续干服务
员等打零工挣钱度日，长期在
小旅店居住或睡在网吧。警方
多次到其家中走访调查，因未
掌握其具体行踪抓捕未果。

今年1月14日，车站派出所
民警经长期追踪调查获取线索，
确认韩某近期在牡丹区双河路
附近居住，遂将其抓获归案。

据韩某交代，2014年10

月18日，他应聘到菏泽火车站
附近某快餐店做服务员，具体
工作是给客人点餐、送餐和打
扫卫生。工作中，韩某了解到，
店内收银台处的收银抽屉是由
收银台上的收银电脑控制的，
如果要打开收银抽屉，必须通
过那个收银电脑的键盘输入收
银密码才能打开，而打开收银
抽屉的密码只有店经理和店收
银员知道。

“有次收银员给店经理打
电话说过收银机密码，我便记
住了。”为了确认自己没有记错
密码，韩某趁收银员离开的间
隙私自输入密码，结果收银抽
屉打开。“我看到收银抽屉内有

许多现金，有100元、50元等各
种面值的，总额有几千元。”但
因为害怕韩某没敢偷，而是把
收银抽屉关上了。

过了几分钟，韩某看到收
银员再次离开，他再一次打开
了收银抽屉，而这次，他从收银
抽屉内偷拿出一些现金放进了
自己的裤兜里，随后离开饭店。

“我点了一下偷出来的现金数
额一共是4000元整，然后坐上
一辆出租车就走了。”在十多天
的时间里，韩某将偷来的4000
元花完了。

1月16日，韩某因涉嫌盗窃
犯罪被开发区警方依法提请逮
捕。

油罐与西侧和南侧的居民区只隔着一堵墙。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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