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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民生

本报聊城2月26日讯(记者
焦守广) 火灾发生时，消防

通道是小区的生命通道。26日
兴华西路中通时代豪园小区
业主反映，小区北边有条四五
米宽的消防通道，通向兴华
路，平时基本都被车辆所占，
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2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老造纸厂家属院对面的中通
时代豪园小区，业主反映的消
防通道位于小区北面的一个
出入口，连接兴华路和小区。

小路不宽，但却并排停了两辆
汽车，将道路堵得严严实实。
而路面上写着醒目的黄色警
示字：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你看看堵得这么严实，
万一发生火灾咋办？”业主魏
女士告诉记者，这条消防通道
只有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
才会打开。她从搬进这个小区
到现在，这条消防通道就一直
有车辆堵在这。

记者采访了解到，门外这
些车一般都是商户或者来附

近饭店吃饭的顾客的。“附近
没专门地方停车，停在这也是
没办法。”附近一饭馆老板表
示，他们店里的顾客基本上就
是饭点人多，有时门口停不开
就会停到这条消防通道上，他
知道上面不能停车，“也就临
时放放，客人吃完饭就走，应
该不耽误什么事，再说这门平
时也不开。”

小区管理人员表示，这个
门平时是关闭的，很少打开，
主要是留作消防通道用。小区

外的消防通道被占，他们也不
好管理。

我国新《消防法》第二十
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
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
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六十条规定，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个人违反
本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

小小区区消消防防通通道道频频遭遭私私家家车车挤挤占占
周围商户称临时停放，业主担心存隐患

假假山山护护栏栏成成危危栏栏，，附附近近居居民民盼盼修修复复
相关部门表示人为破坏严重，将尽快维修

本报聊城2月26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徐伟) “货

车下道后，重新上道领卡，倒
给另一辆相同货车，妄图倒卡
偷逃高速通行费，上演一出现
实版的‘瞒天过海’。”近日，高
邢高速聊城管理处和高速交
警大队联合查处一起利用换
卡偷逃通行费和高速公路逆
行逃逸案件。

工作人员介绍，事发21日
0：20分，一辆货车在临清站下
道后又重新驶入高速，在高邢

鲁冀收费站缴费时，引起收费
员的注意，收费人员上报站值
班人员，经鲁冀站收费科与临
清站监控室联系，核对后台信
息，发现该车通行卡显示信息
在临清站上道时是白色货车，
与出口车辆车型相同，颜色不
同，确认该车为倒卡车辆。

在要求该车司机配合调
查时，司机态度强硬拒不配
合，纠缠一个多小时后司机见
倒卡事情败露，强行发动车辆
并倒车，倒出车道后不听工作

人员的劝阻，逆行向临清方向
逃窜，收费科立即通知沿线各
站协助截留此车，同时路政大
队派路政人员立即上路追查
该车，该车与路政车辆在临清
收费站立交桥相遇，不听从路
政人员劝阻逆向行驶至临清
收费站。

1:55分在临清收费站企图
蒙混过关时，被等待截获此车
的值班人员及收费人员发现，
并由随即赶来的路政人员将
该车扣留。

高管处信息运营保障管理
小组人员调取了该车的行驶
轨迹等相关数据，对该车驾驶
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做好了笔
录，司机在大量事实面前承认
了利用倒卡偷逃高速公路通
行费的行为，并按规定接受了
处理。同时，信管小组通过分
中心全程录像，对该车的行驶
轨迹进行调查，确认该车由鲁
冀站逆向行驶至临清站的事
实，及时将该车移交高速交
警。

高邢高速聊城段上演“瞒天过海”

货货车车倒倒卡卡偷偷逃逃高高速速通通行行费费被被扣扣

本报聊城2月26日讯(记者
王瑞超) 近日，市民向本报

反映，开发区转盘南约200米
徒骇河沿岸的假山护栏出现
大面积损坏，已成危栏，假山
作为附近居民唯一的散步游
览场所，每天不少市民带小孩
爬山，渴盼护栏修复。

25日上午，开发区转盘南
约200米，在滨河大道以西徒
骇河沿岸一处假山上，不少市

民正携带小孩爬山赏景，通往
山顶亭子的台阶护栏损坏严
重，其中南面两侧护栏20余根
石栏只剩8根完整无损，护栏
间的连接已经所剩无几，碎掉
的石栏花丛中、台阶上随处可
见。

半小时时间，七组大人小
孩组合前来爬假山，正领着女
儿走下假山的周女士表示：亭
子早就有，护栏去年刚修好没

多久，现在损坏成这个样子太
危险了，每天带宝宝来玩，都
使劲领着她下爬台阶，没有护
栏没地方抓，加上台阶上碎栏
杆多，大人过都很小心别说孩
子了。

据了解，假山护栏是滨河
大道修路时一同修好，去年使
用。常来假山旁锻炼身体的王
先生说：附近滨河小区、徐逯
王小区等小区的居民没地玩，

就在假山周边玩，小孩多，护
栏坏一段时间了，希望有人管
管。

对此，水利局河道工程管
理处一赵姓负责人称：假山护
栏明显是人为破坏造成，我们
正在制定整修方案，尽快进行
维修；修好后将加强巡查，减
少破坏；同时希望市民提高保
护公共设施的责任意识，与人
与己方便。

一名家长牵着小孩从护栏破损的台阶上下来。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本报聊城2月26日讯 (记者
邹俊美 ) 26日，记者从聊城

慈善总会获悉 ,低保家庭及低
保边缘家庭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开始筛查，符合条件患儿
可活动免费救治。

据了解，小儿先天性心脏
病免费救治是从 2 0 1 3年 2月份
开始的，已经为近 3 0名患儿实
施手术，成功率为 1 0 0 %。该项
活动主要针对聊城市低保或低
保边缘家庭0-18岁先天性心脏
病患者，患有单纯动脉导管未
闭、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
肺 动 脉 瓣 狭 窄 、法 乐 氏 三 联
症、法乐氏四联症、部分型肺
静脉异位引流等适合通过一次
手术能完全根治的先天性心脏
病。

符合条件的低保、低保边
缘家庭先心病儿童家长凭低保
证或乡、镇民政部门开具的贫
困证明及患者以前诊断结果到
所在县、区民政局提出申请。

小儿先心病患者

开始筛查

本报聊城2月26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杜爱萍

李玮 王金义 ) 先骗取金融部
门的巨额贷款，之后出入豪华
酒店、宾馆、夜总会、包养“二
奶”。近日，阳谷县警方破获一
起金融骗贷案，一名男子在成
功骗取 1 0 7万贷款后大手大脚
地进行挥霍。阳谷县金融部门
的一名客户经理也因涉嫌违法
发放贷款获罪。

近日，民警在北京一酒店
内 将 涉 嫌 金 融 骗 贷 的 男 子 抓
获。民警介绍，涉案男子平时游
手好闲，结婚后生活更加拮据，
生活开支越来越大，因经济问
题多次与妻子吵架。没钱花的
犯罪嫌疑人想出了骗取银行贷
款的歪招。

该男子经过多次策划，通
过花言巧语，取得同村人信任，
2011年5月份，他多次冒用同村
村民名义，到阳谷县一家金融
单位进行贷款，这家金融单位
的客户经理没有认真审查，致
使该男子顺利拿到贷款 1 0 7万
元。他打着贷款买货车搞运输
的名义，但贷款一到手，他却迫
不及待地花10余万买来辆小轿
车自己开着外出兜风，整日出
入豪华酒店、宾馆、夜总会，出
手大方，甚至还用贷款包养了
个“二奶”。随着还款时间来临，
犯罪嫌疑人不仅一分没还，在
银行多次催账下，还把手机换
号。

无奈之下，2013年年底，被
骗的金融单位向阳谷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报案。由于涉案男子
外逃后不敢使用真实姓名，而
且居无定所，行踪不定，给抓捕
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逃亡生涯
中，涉案男子由于生活奢侈已
养成习惯，不愿再住小旅馆，便
在北京市朝阳区，住进了需要
出示身份证的宾馆，很快，当地
公安机关公安信息网上出现该
男子为逃犯的信息。当地民警
立即出动，将涉案男子抓获。阳
谷经侦大队随即北上将该男子
押回阳谷。警方抓获犯罪嫌疑
人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还剩下
40余万元，已经挥霍了60多万。

涉案男子因涉嫌骗取巨额
贷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金融单位的客户经理也因涉嫌
违法发放贷款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2年。

男子骗百万贷款

包二奶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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