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都会·96706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蓝峰 组版：庆芳 今 日 济 南>>>>

男子酒驾追尾

称孩子手术必须回家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
泰来）“我儿子做疝气手术，我能
不回去吗？”24日凌晨，槐荫辖区发
生一起追尾事故，交警赶到发现后
车驾驶员涉嫌酒驾。民警询问时，男
子还跟民警讲起了“换位思考”的道
理，称自己孩子在老家要做疝气手
术，属于“硬着头皮上路”。

24日凌晨1点20分左右，槐荫交
警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经十路
营市西街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后面的尼桑轿车车前盖破损，
安全气囊打开，一名鼻子部位有轻
伤的年轻男子坐在驾驶座上，情绪
很激动。”民警滕延光说。

民警执法录像显示，民警上前
询问年轻男子姓名，男子情绪激动，
用手扒着半开的车门不肯下车，嘴
里喊着“我姓什么关你什么事”。

“满身的酒气，一看就是喝多
了。”滕延光说，这名驾驶员一直不
正面回答民警问题，且双手挥舞，不
断用手拍打着方向盘，大声哭诉，说
自己一岁半的孩子在东平老家做疝
气手术，自己急着回去。

男子一遍遍说自己孩子要做手
术，出了问题谁也不能负责，一会儿
大声喊着自己必须回去，一会儿请
求交警放他回去。

民警喊来了120急救车，把男子扶
上车带到交通肇事处理中队，抽取了
其血液样本化验血液酒精含量，给他
拿来纸巾擦拭鼻子上的血迹。

喝过半瓶矿泉水后，男子意识
清醒了些，在民警询问下，承认了喝
酒的事实。

据男子交代，他姓张，泰安东平
人，在济南一家酒店上班，开车前喝
了二两半白酒，回去睡觉时电话响
了，“我老婆在我耳边咋呼，我儿夜
里要做手术，我能不回去吗？”说着
说着男子又激动了起来。

直到凌晨3点半左右，民警才对
张某做完笔录。24日上午10点，张某
被家属领回了家中。

目前，张某的血液酒精测试结
果依然没有出来，民警将等待检测
结果出来一并对其做出处罚。

外墙被“借用”

居民质疑合理性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朱文龙） 24日，家住历城区华龙

路976号的刘先生向记者反映，小区
新建的供热维修值班室借用自己住
宅的外墙，认为不合理。龙信社区负
责人称，供热维修站的位置已征得
大多数业主的同意。

24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刘先生所
住的小区，看到了正在修建的供热维
修值班室。维修站西面的墙直接借用
了刘先生住宅的外墙。刘先生认为，这
个供热维修站不仅擅自利用了自己
住宅的外墙，而且还阻塞了消防通道，

“我们要求他们停止施工”。
据现场的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李

先生介绍，这个小区不通暖气。在龙
信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在今年终于
通上了暖气。根据供热要求，必须要
在小区建立一个供热维修值班室。
经过与大多数业主的协商和社区、
城管部门的审批，业主委员会决定
在原有旧车棚的基础上建立供热维
修值班室。

龙信社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值班室与居民楼的墙体应该是不
衔接的。”

山东欣亮律师事务所的王欣亮
律师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规定，小区的外墙面使用权，除非
根据规划文件明确规定专属于单个
业主，否则均为全体业主共有”。

三三年年没没交交物物业业费费被被停停水水
多数欠费住户是因为开发商不支付延期交房违约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王小蒙） 刘先生家
住军安和平山庄，23日下午发
现物业把他家的自来水给停
了。物业回应，业主长期欠交
物业费，停水是无奈之举。而
刘先生称不交物业费是因为
开发商不支付延期交房违约
金，而物业是开发商指定管
理。

近日，家住军安和平山庄
的刘先生用水遇到了麻烦。23
日下午，物业把他家的分水闸
给关了，导致停水至今，“没水
太不方便了，当天下午就去物
业反映过，他们说不交物业费
就一栋楼一栋楼地停水，现在

好几户都没水用”。
在军安和平山庄物业记

者了解到，与刘先生家一样被
停水的有十几户。“都是拖欠
物业费的，从2012年拿到房子
起就没有交过。水费一直是由
物业代收交给自来水公司，10
月1日开始我们就不收这几户
的水费了，同时停止对他们的
供水服务。”物业一位姓韩的
工作人员说。

说起停水催交物业费，该
工作人员表示是无奈之举。

“此前小区一千多户的物业费
都由我们进行垫付，包括公共
区域用电、垃圾清运费和小区
维护费，一共垫付了20多万。

从今年6月份开始每家每户通
知交物业费，此后有85%的业
主都交了，但还是有近百户没
有交。我们只能一栋楼一栋楼
停水催他们来交费，就怕大面
积停水影响业主生活。”
记者询问不少欠费业主，发现
都是因为开发商军安房地产
公司拖欠“延期交房违约金”
而拒交物业管理费。“我们
2012年才拿到房子，比开发商
承诺的交房日期晚了一年多，
许诺的违约金也没有支付给
我们。而物业是由开发商指定
的，我们就以不交物业费来抗
议。”刘先生说。

物业就此回应，2012年交

房时确实是由开发商指定他
们管理该小区，但现在物业与
军安房地产公司是独立办公
的单位。“开发商欠业主的钱
也不能让我们埋单啊。我们也
不愿意这事闹大，已经给业主
做出让利，2012年物业费打5
折、2013年打7折、2014年打8
折，愿意跟我们协商交物业费
的已经恢复供水，实在不愿交
的我们除了停水也没办法。”

据《济南市城市供水条
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其他负有管理职
责的单位,不得以用户欠交物
业管理费用或者其他原因中
止对用户的供水。

一制售假药团伙低
价收购马上过期的止疼
药和消炎药，磨碎后掺上
玉米面生产多种假药，通
过互联网销售到内蒙古、
河北、黑龙江等外省偏远
药店，涉案金额达500余
万元。近日，槐荫警方经
过多日的跟踪调查，摸清
其多个仓库，一举打掉这
个制售假药团伙。

回回收收药药掺掺玉玉米米面面““专专治治””腰腰腿腿痛痛
一制售假药团伙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

灯具盒子里装满假药

深藏在城郊村边的生产
假药的仓库，原本是非常隐蔽
的。槐荫公安分局美里湖派出
所的社区民警在其辖区进行
走访时，有群众反映在村口一
个偏远的出租房非常神秘，白
天都锁着大门，而且有时候散
发出呛人的气味。

社区民警迅速向上级反映
该线索，由此分局责成食药环侦
中队和美里湖派出所联合展开
侦查。经过多日蹲守，民警发现
这个出租房晚上才有人进出，而
且有两辆汽车出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决
定跟踪这两辆夜间出行的车

辆。结果，民警发现这两辆车
经常往返于多个出租房屋，而
且每个出租房在白天都是大
门紧锁。同时，民警发现两辆
汽车几乎每天都到物流市场
托运物品。“一个非常大的盒
子，表面是灯具。”食药环侦中
队民警徐正斌称。

为了确定盒子里面的物品，
侦查员决定截获其中一个物流
包裹。通过给物流公司做工作，
民警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结果
发现里面装满了多种包装好的
药品。“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这些
药都没有经过药监部门的批准，
全部是假药。”徐正斌说道。

夜间突袭抓获8名制假人员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
现造假团伙的主要成员王某
某竟然是“熟人”。“王某某之
前因为制售假药被我们打击
处理过，而且他在河南老家也
被查处过，可以说是一个造假
药的惯犯。”徐正斌称，正是因
为王某某受过多次打击处理，

所以其反侦查能力很强，必须
要固定更多的证据。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民
警掌握了其在槐荫区孟王庄、
美里庄等6处隐藏的制假窝点
和8名成员的作案规律。10月
10日晚，槐荫分局会同市局食
药环侦支队对美里庄该团伙

主要制假窝点进行突击检查，
当场查获“祛风止痛宁胶囊”、

“通络风痛宁胶囊”等假药成
品5万余瓶、假药胶囊300余万
粒，查扣制假设备6台、制假模
具15件、运输车辆2部及大量
假药包装物。

当民警进入其造假窝点

时，王某某等8名嫌疑人正在
灌装着假药。其后，民警兵分
五路搜查其余涉案窝点，再
次查获“复方骨康通胶囊”等
假药成品1万余瓶、假药胶囊
200余万粒，查扣5台制假设
备及大量生产原料、包装物
等。

假药竟是回收药掺上玉米面

经审查，今年3月份以来，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姚某某

（女）、王某某（女）从河南老家
的同村雇用许某某（女）、王某
某（女）、杨某某（女）、张某某

（女）等人来到济南槐荫区生
产假药。

由于长期从事假药生产，
王某某有一套自己的购买原
料和销售假药的渠道。“这些
消炎药和止疼药都是王某某
从药贩子手中收购的，都是一
些马上就过期的药。”10月24

日上午，办案民警徐正斌取出
了部分原料药品，“这种药非
常便宜，而且危害很大”。

王某某利用磨面机将大量
的止疼药和消炎药磨成粉末，然
后和玉米面掺在一块。此外，王
某某从南方购进大量的胶囊，用
灌装机将原料药灌进胶囊里面。
由于这道工序粉尘很多，王某某
基本上不参与生产。

随后，造假人员用抛光机
将胶囊抛光，去除附着在上面的
药粉，然后再装进塑料瓶。最后，

他们用封塑机和封口机将塑料
瓶封好，再打上生产批号和日
期，就完成了造假全过程。

为了推销药品，王某某建
了一个网站，吹嘘其药品对治
疗腰腿痛效果显著。王某某设
置了一个免费拨打的400电
话，而这个电话后面绑定两个
手机，每个月只需70块钱。“如
果对方需要看资质，王某某就
造一个假资质给邮过去，多数
都不会怀疑。”徐正斌称，王某
某生产的假药在药店大概是

一瓶20元左右，而其生产成本
仅几块钱。

“由于假药里面含有消炎
药和止疼药，所以购买药品的
患者会感觉有点疗效，但是长
期 服 用 对 身 体 有 很 大 的 危
害。”徐正斌称，王某某走货的
量非常大，仅一个物流公司10
天就代收了6000多元的货款。

目前，王某某等8名涉案
犯罪嫌疑人已被槐荫分局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造假窝点肮脏不堪。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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