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近日，临清市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单位行
贿、行贿、职务侵占案件，被
告单位阳谷某天然气有限
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
被告人崔某某、张某某向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
罪，被判处罚金10万元;被告
人阳谷某天然气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崔某
某、张某某犯职务侵占罪、
行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二年三个月。

阳谷某天然气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4年4月5日，其
经营范围为：管道天然气、
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各种燃气的技
术服务、各种燃气运输、汽
车加气站及相关技术服务
等。被告人崔某某于2004年
4月任该公司总经理，负责
该公司全面业务;被告人张
某某于2006年任该公司财
务总监兼会计，负责该公司
财务等工作。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
8月份，阳谷某公司为获取

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
区天然气特许经营权，出资
成立了聊城正源天然气有限
公司，该公司的所有业务均
由被告人崔某某实际负责，
财务方面的工作亦由被告人
张某某负责。在正源公司获
取水城度假区天然气特许经
营权的过程中，崔某某请求
时任水城度假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的胡某某、时
任水城度假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局长的周某提供帮助。
同年9月2日，正源公司获取
水城度假区天然气特许经营
权，在后续经营上亦获得胡
某某、周某的帮助。为表示感
谢，2014年至2015年期间，崔
某某给付胡某某现金8万元;
2015年12月，被告人崔某某
在胡某某向其提出购买奥迪
轿车时，安排被告人张某某
提取现金，花费35 . 5万元购
车并送与胡某某。2014年至
2016年期间，崔某某5次给付
周某现金6万元。

被告人崔某某、张某某
于2013年为承揽阳谷县黄
河路天然气管道改造工程，
通过负责阳谷县市政工程
和市政园林建设、维护项目

等职务的时任阳谷县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尹某某
的帮助，取得了该工程的施
工权。工程竣工后，为答谢
尹某某在该工程招标竞争
中提供的帮助，二人经商量
决定，于2014年春节前后，
给付尹某某现金10万元。

2013年8月，被告人崔
某某、张某某二被告人伙同
他人以濮阳市华通建设有
限公司名义承揽了阳谷县
黄河路天然气管道改造工
程。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二
被告人商议并决定工程所
需材料在阳谷某公司领取，
并通过虚增该公司天然气
建设、维修工程量等方式在
账目中列支、核销。通过采
取上述方式，共侵占款项
1429776 . 89元，二被告人占
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崔某某、张某某利用分别担
任阳谷某天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职务
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
为己有，用于个人承揽工程
施工使用，数额巨大，其行
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
告单位阳谷某天然气有限

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
被告人崔某某、张某某向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
罪;被告人崔某某、张某某为
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
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公
诉机关指控上述职务侵占
罪、单位行贿罪、行贿罪的犯
罪事实清楚，罪名成立。

据此，视该案事实和被
告人的具体犯罪情节，法院
遂依法判决被告单位阳谷
某天然气有限公司犯单位
行贿罪，判处罚金十万元。
被告人崔某某犯职务侵占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
月;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犯行贿罪，判处拘役六个
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被告人张某某犯职务侵占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
月;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
处罚;犯行贿罪，免予刑事处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三个月，并将已退交的赃款
1429776 . 89元，退还阳谷某
天然气有限公司。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阳阳谷谷一一公公司司行行贿贿被被判判罚罚金金1100万万元元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周梦爽 ) 近日，记
者接到市民张先生的线索
称，位于聊城市开发区一家
公司的窗户玻璃上，“长”了
一朵奇异的“花”。这朵“花”
不是长在泥土里，而是“长”
在玻璃上。

记者来到位于开发区
九洲路的聊城巨龙激光雕
刻设备有限公司，门卫室的
窗户玻璃上确实“长”着一
小簇白色的“花朵”，约有成
年人小拇指一指节大小，在
风力作用下轻轻摆动。仔细
查看这簇“花”大概有24朵，
长在玻璃外侧，每朵“花”长
度约一厘米左右，“花”茎细
长，“花”茎的顶端是白色。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小“花”
与玻璃直接连在一起，即没
有扎根的泥土，玻璃上也没
有一丝裂痕。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
过这样的现象！”张先生说，

10月31日，门卫室几位工人
正在一起休息喝茶，感觉窗
户那里有些反光，走近一
看，发现窗户上有一小团白
色的东西，很像一朵花。

张先生说，用放大镜细
看，花瓣微张、有光晕；花茎
纤细、有韧劲；无叶相衬，无
枝相绕。同时，张先生也查
询到，这团白色小花有可能
是草蛉卵。草蛉是一种捕食
性昆虫，可能在木头、玻璃、
铝合金等任何地方产卵。草
蛉卵大都有一条长长的丝
柄，柄基部固定在植物的枝
条、叶片、树皮等上面，特殊
条件下甚至可以在玻璃、金
属等物体上产卵。

“我们也查到了草蛉卵
的说法，至于到底是不是草
蛉卵，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现
象，我们还不清楚，希望有
关 专 家 能 帮 我 们 解 答 疑
问。”张先生说，这种现象很
难得。

窗窗户户玻玻璃璃上上““长长””出出奇奇怪怪““花花朵朵””
猜测为草蛉卵，希望能有专家帮忙解答疑惑

窗户玻璃上“长”出的奇异“花朵”。

本报聊城11月12日讯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李广征 宋建洲) 儿童睡
裤一般会采用金属拉链，不
少儿童在穿着的时候一不
小心金属拉链就会夹到皮
肤，造成伤害。11月10日凌
晨1点50分左右，聊城市一
名五岁左右的男童在家中
小便时下体就被金属拉链
夹住了，家人无法打开，只

得报警，寻求消防部门帮
助。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男童下体被夹不停地
哭泣，孩子家长在一旁安
慰。因为拉链头是金属材
质，一般设备无法剪断。救
援人员决定采用小型剪切
钳及剪刀，争取将拉链破
坏。而孩子年龄太小，根本
无法配合救援，卡住的部位

也比较敏感，稍有不慎就会
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因此
救援人员每一个动作都非
常谨慎。

救援人员一边使用小
型剪切钳，一点一点翘起拉
锁，一边分散孩子注意力，
稳定孩子情绪。经过5分钟
左右的紧张救援，拉链被剪
开。男孩成功脱险。经救援
人员检查，孩子的下体只有

轻微破皮现象。随后孩子被
父母带往医院进行消毒处
理。

消防部门在此也要提
醒各位家长：年龄小的男
童，尽量不要穿带拉链的裤
子。如果下体不慎被夹住，
切不可盲目拉拽，家长应保
持冷静，立即用剪刀把裤子
剪开后向当地消防、医院部
门求助。

55岁岁男男童童下下体体被被金金属属拉拉链链卡卡住住
聊城消防及时救援，男孩成功脱险

为了解地书文化，近日，聊城大
学商学院社会实践队于聊城市人民
公园举办了“了解地书文化”活动。
队员们通过与人民公园中练习地书
的老年人交流了解到，地书这种书
法形式既方便又环保，并且集锻炼
身体和陶冶情操于一身，每天都有
很多人来公园练习地书。随后队员
们向其学习了地书的基本操作方
法，并实地操作，同时了解了一定的
地书文化。此次活动的举办，提高了
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与人交流沟通的
能力。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王宿臣
王玉山

了解地书文化

为了宣传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
事业所取得的优秀科技成果，为孩
子普及航空航天知识，认识到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航空航天事业的重要
性，意识到普及航空航天知识的必
要性，也为了使人们铭记历史、传承
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
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
11月10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学子来到了聊城市建设路小学
举办了“梦起九州航天志，缘定寰宇
太空情”的主题活动，通过趣味演
讲，用道具体验航天员的形式增加
趣味性更好地促进小朋友们对航天
知识的了解。

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了解航天

厂房出租
出租原聊城棉花库一

处(聊堂路周公河西路北)，
占地135亩，交通便利，水电
齐全。有砖混仓库10栋(1万
平方米)；钢结构仓库6栋(1
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2
条；货台面积3千平方米；露
天仓库1万5千平方米(已硬
化)；办公用平房10间(250
平方米)。可整体出租，也可
分租，有意者价格面议。
联系人：高经理13963006556
王经理15263560016

挂失声明
高林晟，性别：男，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2015年4月22日，出生编
号：O371870605，父亲：高海瑞，身
份证号：371502198911074811，母亲：
赵 春 芳 ， 身 份 证 号 ：
371502199502191122，出生医院：东
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山东银企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原有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因遗失
作废，现已启用公司新章。特此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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