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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租租房房内内造造出出7755万万假假钞钞
五名嫌犯全落网，涉嫌伪造货币罪被公诉

森林旅游

60家景区合作

本报济南12月8日讯（记者 乔
显佳） 2015年“好客山东 森林旅
游”年票发行说明会8日在济南举
行。2015年度森林旅游年票合作景
区增至60家。

据山东森林国旅负责人孙丰胜
介绍，2015年森林旅游年票录入景
区比2014年增加5家，达到60家，其
中有5A级景区3家，4A级景区20家，
3A级景区23家。60家景区门票总价
2894元，而单人森林旅游年票每册
售价仅为96元，相当于平均每掏1 . 6

元即可游玩一家景区。今年同时推
出双人票每册180元，三人票每册270

元。为推进年票发行工作，山东体彩
在全省近万网点代售，济南、青岛、潍
坊、临沂等市设点销售。居民还可通
过网上、移动客户端订购。购票后，只
需上网或电话激活，不必携带年票，
携带身份证即可入园。

2014年，济南灵岩寺、潍坊沂山
森林公园、临沂蒙山龟蒙景区、济南
波罗峪景区等，接待持年票的游客
较多，是吸引广大游客投身森林旅
游的“招牌景区”。配合年票发行，有
关单位将在一些城市推出“绿色巴
士”直通各森林景区。

“第一书记”为村民

邀来医疗专家

本报菏泽12月8日讯 8日，中
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驻村“第一
书记”针对村庄偏僻、百姓看病难
题，多方协调关系，邀请北京军区总
医院、省立医院、省中医等六位医疗
专家来到菏泽巨野县大义镇大王庄
进行义诊。

专家为大王庄、苗庄、马河庄
100余名50岁以上村民免费查体，同
时进行了健康指导和疑问解答，此
次活动共发放千余份健康宣传资
料，减免医疗费3000多元，免费发放
近千元药品，得到村民称赞。记者了
解到，这次体检包括内科、外科、心
内科、针灸科、心电图等多个检查项
目。76岁的马河庄村民高韩氏告诉
记者，以前都是身体出了问题才去
找医生，通过这次查体，发现身体没
有大毛病，心里踏实了。 （本记）

截瘫姐弟
有轮椅了

两年多来 ,郝旭刚坚持每
天抱着患遗传痉挛性截瘫的13

岁男孩小俊轩往返校车和课
堂、家庭之间。“中国好司机”
郝旭刚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
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小俊轩的
姐姐也患有痉挛性截瘫。8日下
午，交运集团青岛阳光新能源公
司工作人员来到小俊轩家中，送
上了两辆“爱心轮椅”和大米、花
生油、面粉等生活用品。图为阳
光新能源公司工作人员教小
俊轩的姐姐使用轮椅。

本报记者 官文涛
通讯员 郑珂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丛姝玉 杜建

聊城多县（市、区）公布2014年度预算及“三公”经费

县县级级““三三公公””经经费费没没了了出出国国（（境境））预预算算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

者 张跃峰） 近日，东昌府
区、冠县、临清等多个县（市、
区）陆续对外公开了2014年度
预算及“三公”经费，其中县级

“三公”经费中，大部分花在公
车维护及购置方面，出国（境）
方面均没有相关经费预算。

聊城市东昌府区财政收
支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信
息于12月4日对外公开，成为
全市第三个对外公开县级“三
公”经费的县（市、区）。在其之
前，临清、冠县已经相继完成

了这项工作，其中临清作为全
省首批预决算公开试点县，早
在2013年就集中对外公开了
县级及所属相关部门的“三
公”经费信息。

目前已经对外公开的“三
公”经费信息，均包含因公出
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和
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三
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用”一栏均出现了零预算。以
东昌府区2014年的“三公”经
费预算为例，全年预算为2850
万元，针对公务接待方面的预

算为940万元，拟花在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方面的为191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预
算为32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为1583万元。

此前，聊城市直部门曾陆
续对外公开了部门年度预算，
梳理市县级部门对外公布的
信息，其中“三公”经费预算绝
大部分花在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上，其次是公务接待
费，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大都
为0元。以聊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公布的部门预算

数据为例，2014年通过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等“三公”经费
预算共200 . 76万元。其中，用
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方
面的预算为155 . 5万元，剩下
的45 . 26万元为公务接待费预
算。还有一些单位的“三公”经
费全部花在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方面，包括聊城市司法
局、商务局等单位在内，2014
年度没有花在公务接待、因公
出国（境）方面的预算。

烟台龙口市男子王兵（化名）及其同伙，购买彩色打印机、烫金机等设备，在龙口某小区出租
房内大量印制面额为5元、10元的假币，累计超过75万元，这些假币被销往广州等地。就在王兵等
犯罪嫌疑人沉浸在发财梦里时，小区保安发现了造假窝点，警方将其一举捣毁。

18台打印机

昼夜印假币

因为担心聚在一起容易被
人发现，王兵让张戎又在别处
租了一处民居，张戎、郝圣和

“成成”三人连同伪造人民币的
设备一起搬了过去。就这样，由
王兵指挥，“成成”负责修改假
币的图片版样，张戎负责生产
假币，郝圣负责做饭同时帮忙
给打印机加墨、加纸和裁切假
币，这个造假币的小作坊就这
样成形了。因为5元假币的颜色
调不好，总失真，小作坊后来就
专门生产10元的假币。

小作坊一共买了3台台式
电脑和22台彩色打印机，4台打
印机出了故障，为了早日印出
仿真度高、颜色不失真的假币
来，18台打印机24小时不断地
试验调整，张戎等人在出租屋
里轮流看着这18台打印机打印
假币。假币被打印到A4纸上之
后，他们把印好正面的纸反过
来打印反面，一页A4纸印3张
假币，印好后再用烫金机烫上
金属防伪线，然后裁切成假币。

假币做好后，王兵和张戎

以10元票面假币每张2 . 5—3
元的价格往外卖。广州的“猫
头”给张戎介绍买家。

后来王兵又加入了一个
卖假币的QQ群来联系买家。
因为印的那些假币仿真度低，
张戎和王兵曾从网上买假币
来卖。因为总是做不出和买来
的假币相似度一样的假币，平
日里张戎又“看”着“成成”，

“ 成 成 ”担 心 人 身 安 全 有 问
题，6月 3日凌晨跳卫生间的
窗户逃走了。

为了造假币

“钻研”技术

龙口男子王兵，因为吸食
冰毒和赌博，欠下20多万元的
外债。

一次，王兵在网上看到湖北
某地破了一个假币案，假币是用
打印机打印的。王兵有个干兄弟
叫张戎（化名），王兵和张戎商议
一起造假币，两人一拍即合。

2014年3月，两人在龙口某
小区租了房子，购买了电脑、彩
色打印机、切纸机、烫金机等。
王兵还把在一个吸毒QQ群认

识的东北女子郝圣（化名）也拉
进了团伙中。

受技术限制，王兵和张戎
决定只印5元和10元面值的假
币。张戎通过在广州时认识的
一个绰号“猫头”的男子，购买
了10元人民币票面的版样，通
过网上聊天求教于“猫头”，学
习使用彩色打印机来打印假
币。打印假币的纸，去文具店买
过一部分，但印出来发现太白，
纸也太厚，从网上买了半吨，可

印出来又太黄。后来两人去了
一个切纸厂买了几吨纸，这才
解决了纸质的问题。之后，王兵
通过网络认识了德州一个自称
能制作人民币版样的网友“成
成”，王兵答应帮他还2万元赌
债，拉他入了伙。“成成”带来了
第五套人民币10元和5元票面
的假币版样，结果因为油墨和
技术的问题，假币打印出来后，
用手一拿就掉色，王兵催促“成
成”抓紧改进。

五名嫌疑人

全部被抓获

6月7日晚，造假币窝点被
小区保安发现并报警，郝圣当
晚被公安机关抓获。

6月8日张戎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成成”7月16日被
抓获，王兵7月31日被抓获。帮
助“成成”做假币样品的景芳

（化名），因涉嫌伪造货币罪于
8月8日被警方刑事拘留。

8月21日，王兵等五名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货币罪，
被龙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

经查，自2014年5月到6
月8日，犯罪嫌疑人王兵、张
戎、成成、郝圣采用彩色打印
机打印假币的方式，共伪造
2 0 0 5 版 人 民 币 金 额 共 计

754935元。其中10元面额的
假币 7 5 2 5 3张，金额7 5 2 5 3 0
元；5元面额的假币481张，金
额2 4 0 5元。被分别藏匿在伪
造假币的出租屋内和张戎熟
人的空房子里。

近日，王兵等五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伪造货币罪，被龙
口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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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里奋战六小时

废墟中救出六工人

本报临沂12月8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陈健 武连文） 7日
晚，临沂市河东区一座在建三层建
筑发生坍塌，六名正在作业的工人
被埋在钢筋混凝土下，经过当地公
安、消防等多个部门和群众近六个
小时的救援，六名工人全部被救出。
目前，受伤者仍在医院进行救治。

7日18时19分左右，临沂市河东区
凤凰岭街道办事处张家黑墩村，一在
建建筑在建到第三层时突然发生坍
塌，正在做混凝土浇筑作业的六名工
人被埋压在下面，情况十分危急。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组
织公安、消防、供电、供水、医疗等部
门进行救援。18时35分，消防人员到
达现场时，一名埋压较浅的工人已
经被村民救出。

救援人员用无齿锯、撬棍和双
手开辟救援通道，搜救被困人员。20

时许，临沂消防特勤中队携带先进
的生命探测仪、热成像仪赶到现场，
很快寻找到两名被困在坍塌混凝土
深处的工人。

当晚气温骤降、寒风刺骨，救援
人员经过近六小时的奋战，至8日0

时，最后一名被埋压在混凝土下的
工人被救出。据介绍，被困六名工人
中，多人伤势严重。目前，伤者仍在
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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